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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设备加工技术领域，提

供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旨在解决传

统的板材钻孔装置钻孔效率较低，且需要人工配

合移动板材换位钻孔，加工人员劳动强度大，无

法适应工厂大规模生产需要的问题，包括底座箱

和底座箱上设置的加工室，所述加工室的内腔下

部设有传输支撑机构，传输支撑机构的上方设有

钻孔机构，底座箱的前壁上安装有推拉式箱门，

底座箱的内腔设有除尘组件；所述钻孔机构包括

前后向平行安装在加工室内腔上部的两个横向

轨道，横向轨道上滚动安装有行走轮，且两个行

走轮分别安装在双轴步进电机的两个输出端上。

本实用新型尤其适用于低压开关柜生产的高效

钻孔，具有较高的社会使用价值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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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包括底座箱和底座箱上设置的加工室，其特征在

于，所述加工室的内腔下部设有传输支撑机构，传输支撑机构的上方设有钻孔机构，底座箱

的前壁上安装有推拉式箱门，底座箱的内腔设有除尘组件；

所述钻孔机构包括前后向平行安装在加工室内腔上部的两个横向轨道，横向轨道上滚

动安装有行走轮，且两个行走轮分别安装在双轴步进电机的两个输出端上，双轴步进电机

的下端安装有固定杆，固定杆的下端穿过两个横向轨道之间的空隙并连接有矩形安装架，

矩形安装架与两个横向轨道的下端滑动连接，矩形安装架的内腔安装有气缸，气缸的输出

端延伸至矩形安装架的外腔并安装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上可拆卸式固定安

装有钻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轨道的

两端均安装有防撞弹性件，双轴步进电机的上端安装有距离感应器，且距离感应器上的前

后向上均设有感应探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钻孔机构的

下方两侧对称设有U形夹持件，且U形夹持件相背的一端均安装在电动推杆的输出端上，两

个电动推杆分别安装在加工室的内腔前后壁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支撑机

构包括两个前后设置的侧边支撑板，且两个侧边支撑板垂直安装在底座箱的上端，两个侧

边支撑板相对一侧的上部转动安装有多个传输辊，传输辊的前轴端贯穿位于前侧的侧边支

撑板并安装有链轮，多个链轮通过传动链条相连接，其中一个传输辊的后轴端到达加工室

的外部并安装在伺服电机的输出端上，伺服电机固定安装在底座箱的上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组件包

括开设在底座箱顶壁上对应钻杆位置的吸尘口，吸尘口的下方设有吸尘盘，吸尘盘安装在

底座箱的顶壁上，且吸尘盘的下端通过吸尘管贯通连接有集尘箱，吸尘管上安装有吸尘风

机，集尘箱插设在底座箱的后壁上，且集尘箱的后壁上开设有多个排气口，集尘箱的内腔竖

向安装有滤网，集尘箱的侧壁上安装有排尘侧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室的前

壁上设有透明观察窗和控制面板，透明观察窗设置在加工室前壁对应钻孔机构的位置，控

制面板上设有显示屏和控制按钮，且控制面板内置有PLC控制器。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位于最左侧的所

述传输辊的上方设有整平辊，且整平辊转动安装在加工室的内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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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力设备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建设对社会经济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电力供应相对

紧张。为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加快电力建设力度。一直以来，国家工

业增加值与电力建设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随着电力建设的增加，特别是工业用电的增加，各

种电力配套的开关柜，尤其是低压开关柜的需求也逐步增长。

[0003] 低压开关柜适用于发电厂、石油、化工、冶金、纺织、高层建筑等行业，作为输电、配

电及电能转换之用。现有的低压开关柜多为板材经过裁板、拼装、焊接、打磨、喷漆等加工工

序后成型的，其中低压开关柜在加工时，为组装和拼装，需要对板材上预先钻出安装孔，传

统的板材钻孔装置钻孔效率较低，且需要人工配合移动板材换位钻孔，加工人员劳动强度

大，无法适应工厂大规模生产需要。

[0004] 公开号为CN205519761U的专利，公开了一种开关柜板材钻孔装置，它包括工作台、

立板、支架、电机、钻头、液压站、主液压油缸、支撑板、左夹紧液压油缸、左夹紧板、右夹紧液

压油缸、右夹紧板，支架的左右两端分别焊接在左右立板的上端，支架上竖直固设一个电

机，电机的输出轴的下端竖直固设一个钻头，工作台的上表面上竖直固设一个主液压油缸，

主液压油缸的活塞杆的上端水平固设一个支撑板，支撑板的上表面上固设一个左夹紧液压

油缸，左夹紧液压油缸的活塞杆的右端竖直固设一个左夹紧板，支撑板的上表面上水平固

设一个右夹紧液压油缸，右夹紧液压油缸的活塞杆的左端竖直固设一个右夹紧板，该装置

具有钻孔效果好等优点，但是该装置存在钻孔效率较低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低压

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克服

了现有技术的不足，设计合理，结构紧凑，旨在解决传统的板材钻孔装置钻孔效率较低，且

需要人工配合移动板材换位钻孔，加工人员劳动强度大，无法适应工厂大规模生产需要的

问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实用新型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9] 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包括底座箱和底座箱上设置的加工室，所述加

工室的内腔下部设有传输支撑机构，传输支撑机构的上方设有钻孔机构，底座箱的前壁上

安装有推拉式箱门，底座箱的内腔设有除尘组件；

[0010] 所述钻孔机构包括前后向平行安装在加工室内腔上部的两个横向轨道，横向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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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滚动安装有行走轮，且两个行走轮分别安装在双轴步进电机的两个输出端上，双轴步进

电机的下端安装有固定杆，固定杆的下端穿过两个横向轨道之间的空隙并连接有矩形安装

架，矩形安装架与两个横向轨道的下端滑动连接，矩形安装架的内腔安装有气缸，气缸的输

出端延伸至矩形安装架的外腔并安装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上可拆卸式固定

安装有钻杆。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横向轨道的两端均安装有防撞弹性件，双轴步进电机的上端安装

有距离感应器，且距离感应器上的前后向上均设有感应探头。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钻孔机构的下方两侧对称设有U形夹持件，且U形夹持件相背的一

端均安装在电动推杆的输出端上，两个电动推杆分别安装在加工室的内腔前后壁上。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传输支撑机构包括两个前后设置的侧边支撑板，且两个侧边支撑

板垂直安装在底座箱的上端，两个侧边支撑板相对一侧的上部转动安装有多个传输辊，传

输辊的前轴端贯穿位于前侧的侧边支撑板并安装有链轮，多个链轮通过传动链条相连接，

其中一个传输辊的后轴端到达加工室的外部并安装在伺服电机的输出端上，伺服电机固定

安装在底座箱的上端。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除尘组件包括开设在底座箱顶壁上对应钻杆位置的吸尘口，吸尘

口的下方设有吸尘盘，吸尘盘安装在底座箱的顶壁上，且吸尘盘的下端通过吸尘管贯通连

接有集尘箱，吸尘管上安装有吸尘风机，集尘箱插设在底座箱的后壁上，且集尘箱的后壁上

开设有多个排气口，集尘箱的内腔竖向安装有滤网，集尘箱的侧壁上安装有排尘侧门。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加工室的前壁上设有透明观察窗和控制面板，透明观察窗设置在

加工室前壁对应钻孔机构的位置，控制面板上设有显示屏和控制按钮，且控制面板内置有

PLC控制器。

[0016] 进一步的，位于最左侧的所述传输辊的上方设有整平辊，且整平辊转动安装在加

工室的内壁上。

[0017] (三)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通过钻孔机构、U形夹持件和电动推杆的组合结构，两个U形夹持件在电动推杆

的推动下，夹持住板材，保证在钻孔机构对板材进行钻孔时，板材的固定配合，保证板材的

钻孔精度。

[0020] 2、通过传输支撑机构和钻孔机构的组合结构，传输支撑机构将板材传输至钻孔机

构的下方，并配合调节板材的左右向钻孔位置，钻孔机构可以调节驱动电机和钻杆的前后

向位置，二者配合，可以实现对板材钻孔位置的全覆盖，保证钻孔效果。

[0021] 3、通过钻孔机构和除尘组件的组合结构，除尘组件上的吸尘风机与钻孔机构同步

启动，对板材钻孔产生四溅的金属屑进行吸除，一方面保证板材的清洁，另一方面保持清洁

的加工环境。

[0022] 4、通过传输辊和整平辊的组合结构，整平辊配合最左侧的传输辊，对传输进入加

工室的板材进行先一步的整平和微调，保证板材用于加工低压开关柜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23] 下面将以明确易懂的方式，结合附图说明优选实施方式，对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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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钻孔装置的上述特性、技术特征、优点及其实现方式予以进一步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外观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图2中A-A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钻孔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底座箱1、加工室2、透明观察窗3、控制面板4、推拉式箱门5、传输支撑机构6、

侧边支撑板61、传输辊62、链轮63、传动链条64、伺服电机65、钻孔机构7、横向轨道71、行走

轮72、双轴步进电机73、固定杆74、矩形安装架75、气缸76、驱动电机77、钻杆78、距离感应器

79、防撞弹性件710、U形夹持件8、除尘组件9、吸尘口91、吸尘盘92、吸尘管93、集尘箱94、滤

网95、排气口96、排尘侧门97、吸尘风机98、电动推杆10、整平辊11、板材b。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1-4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30] 一种低压开关柜生产用钻孔装置，包括底座箱1和底座箱1上设置的加工室2，所述

加工室2的内腔下部设有传输支撑机构6，用于支撑和传输板材b，板材b自右向左输入加工

室2中，传输支撑机构6的上方设有钻孔机构7，用于对板材b按照生产要求进行钻孔，底座箱

1的前壁上安装有推拉式箱门5，便于打开底座箱1检修和清尘，底座箱1的内腔设有除尘组

件9，吸除钻孔四溅的金属屑。

[0031] 本实施例中，如图3和4所示，所述钻孔机构7包括前后向平行安装在加工室2内腔

上部的两个横向轨道71，横向轨道71上滚动安装有行走轮72，且两个行走轮72分别安装在

双轴步进电机73的两个输出端上，双轴步进电机73的下端安装有固定杆74，双轴步进电机

73启动，带动两个行走轮72在横向轨道71上滚动行走，固定杆74的下端穿过两个横向轨道

71之间的空隙并连接有矩形安装架75，矩形安装架75与两个横向轨道71的下端滑动连接，

保证了钻孔时，钻机不会向上顶动两个行走轮72，从而使得驱动电机77和钻杆78的配合对

板材b进行钻孔，矩形安装架75的内腔安装有气缸76，气缸76的输出端延伸至矩形安装架75

的外腔并安装有驱动电机77，所述驱动电机77的输出端上可拆卸式固定安装有钻杆78，驱

动电机77启动，带动钻杆78高速转动，配合气缸76的驱动向下延伸，对传输支撑机构6上的

板材b进行高速钻孔。

[0032] 本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所述横向轨道71的两端均安装有防撞弹性件710，双轴步

进电机73的上端安装有距离感应器79，且距离感应器79上的前后向上均设有感应探头，本

实施例中，距离感应器79的型号为Sharp  GP2Y0A41SK0F，距离感应器79的前后感应探头感

应双轴步进电机73的前后运行距离，有效的保证对板材b的全面覆盖，按要求钻孔，同时又

可以保护双轴步进电机73，防止双轴步进电机73撞击加工室2的内壁。

[0033] 本实施例中，如图2和3所示，为了保证钻孔的质量，所述钻孔机构7的下方两侧对

称设有U形夹持件8，且U形夹持件8相背的一端均安装在电动推杆10的输出端上，两个电动

推杆10分别安装在加工室2的内腔前后壁上，本实施例中，电动推杆10的型号为DYTZ450-

110直式，两个U形夹持件8在电动推杆10的推动下，夹持住板材b，保证在钻孔机构7对板材b

进行钻孔时，板材b的固定配合。

[0034] 本实施例中，如图2和3所示，所述传输支撑机构6包括两个前后设置的侧边支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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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且两个侧边支撑板61垂直安装在底座箱1的上端，两个侧边支撑板61相对一侧的上部转

动安装有多个传输辊62，板材b设置在传输辊62的上端，传输辊62的前轴端贯穿位于前侧的

侧边支撑板61并安装有链轮63，多个链轮63通过传动链条64相连接，其中一个传输辊62的

后轴端到达加工室2的外部并安装在伺服电机65的输出端上，伺服电机65固定安装在底座

箱1的上端，伺服电机65启动，通过多个链轮63和传动链条64的传动方式，有效的带动多个

传输辊62同步传输板材b，将板材b输送至钻孔机构7的下方进行钻孔，可以理解的是，所述

伺服电机65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

置，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PLC控制器输出的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

速以驱动控制对象。

[0035] 本实施例中，如图2和3所示，所述除尘组件9包括开设在底座箱1顶壁上对应钻杆

78位置的吸尘口91，吸尘口91的下方设有吸尘盘92，吸尘盘92安装在底座箱1的顶壁上，且

吸尘盘92的下端通过吸尘管93贯通连接有集尘箱94，吸尘管93上安装有吸尘风机98，集尘

箱94插设在底座箱1的后壁上，且集尘箱94的后壁上开设有多个排气口96，集尘箱94的内腔

竖向安装有滤网95，集尘箱94的侧壁上安装有排尘侧门97，吸尘风机98启动，通过吸尘口

91-吸尘盘92-吸尘管93将钻孔所产生四溅的金属屑吸入集尘箱94中，通过滤网95过滤收

集，保证钻孔后板材的表面清洁。

[0036] 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所述加工室2的前壁上设有透明观察窗3和控制面板4，为

了便捷的观察钻孔的情况，透明观察窗3设置在加工室2前壁对应钻孔机构7的位置，控制面

板4上设有显示屏和控制按钮，且控制面板4内置有PLC控制器，本实施例中，PLC控制器的型

号为西门子S7-200，所述控制面板4通过电气控制线与伺服电机65、双轴步进电机73、气缸

76、驱动电机77、吸尘风机98和电动推杆10相连接；

[0037] 加工人员通过操控控制面板4上的控制按钮，结合PLC控制器，有效的控制伺服电

机65的启停，将板材b传输至钻孔机构7的下方，并配合调节板材b的左右向钻孔位置；控制

双轴步进电机73的启停，从而调节驱动电机77和钻杆78的前后向位置，二者配合，可以实现

对板材b钻孔位置的全覆盖，保证钻孔效果；控制驱动电机77的启停，实现钻杆78的高速转

动，配合气缸76的伸缩，实现对板材b的钻孔；以及控制电动推杆10的启停，在钻孔时，夹持

固定住板材b，保证钻孔的精度；吸尘风机98与驱动电机77同步启动，对板材b钻孔产生四溅

的金属屑进行吸除，一方面保证板材b的清洁，另一方面保持清洁的加工环境。

[0038] 本实施例中，如图2和3所示，位于最左侧的所述传输辊62的上方设有整平辊11，且

整平辊11转动安装在加工室2的内壁上，整平辊11配合最左侧的传输辊62，对传输进入加工

室2的板材b进行先一步的整平和微调。

[0039]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公布的是较佳的实施例，但并不局限于此，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极易根据上述实施例，领会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并做出不同的引申和变化，但只要

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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