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164315.X

(22)申请日 2017.11.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89147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4.10

(73)专利权人 孙琦

地址 266731 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蓼兰镇

高平路1号

(72)发明人 孙琦　

(74)专利代理机构 山东重诺律师事务所 37228

代理人 冷奎亨

(51)Int.Cl.

B26F 1/24(2006.01)

B26D 7/27(2006.01)

H05K 3/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053318 A,2017.08.18,

CN 206611651 U,2017.11.03,

CN 206170206 U,2017.05.17,

CN 203899958 U,2014.10.29,

CN 204159560 U,2015.02.18,

CN 106853653 A,2017.06.16,

CN 202507354 U,2012.10.31,

JP H08155894 A,1996.06.18,

JP H05177599 A,1993.07.20,

CN 203409293 U,2014.01.29,

JP H04193410 A,1992.07.13,

CN 206050929 U,2017.03.29,

审查员 胡智

 

(54)发明名称

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包括工

作台，所述工作台下部四周设有固定支架，所述

工作台上部前后两侧设有工位凸台，所述工位凸

台之间设有滑动带装置，所述工位凸台前后两端

上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打孔装置、检查装置，所述

工作台外部侧表面设有控制柜。本发明的有益效

果是，结构简单，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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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包括工作台（1），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下部四周设有固

定支架（2），所述工作台（1）上部前后两侧设有工位凸台（3），所述工位凸台（3）之间设有滑

动带装置，所述滑动带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作台（1）上的滑动支架（4）、固定安装在滑动

支架（4）四角的竖直杆（5）、开在竖直杆（5）上部的竖直圆孔（6）、固定安装在竖直圆孔（6）上

的横向杆（7）、开在横向杆（7）两端的横向圆孔（8）、装插在横向圆孔（8）上的竖直固定杆

（9）、开在竖直固定杆（9）上端的竖直固定圆孔（10）、固定安装在竖直固定圆孔（10）上的横

向固定支架（11）、固定安装在横向固定支架（11）中间部位的固定轴承（12）、固定安装在固

定轴承（12）上的滚轮（13）、固定安装在滚轮（13）内部的旋转电机（29）、包裹在滚轮（13）上

的滚动带（14）共同构成的，所述工位凸台（3）前后两端上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打孔装置、检查

装置，所述打孔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3）上的打孔底板（15）、固定安装在打孔底板

（15）上部中间部位的打孔伸缩杆（16）、固定安装在打孔伸缩杆（16）内部的微型直线电机

（17）、固定安装在打孔伸缩杆（16）顶端的第一弯头（18）、固定安装在第一弯头（18）自由端

的打孔横杆（19）、固定安装在打孔横杆（19）自由端的第二弯头（20）、固定安装在第二弯头

（20）的小型打孔伸缩杆（22）、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22）内部的第一直线电机（23）、

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22）自由端的打孔针（21）共同构成的，所述检查装置是由固定

安装在工位凸台（3）上的检查底板（24）、固定安装在检查底板（24）中间部位的检查杆（25）、

固定安装在检查杆（25）顶部自由端的检查横杆（26）、固定安装在检查横杆（26）自由端的检

查弯头（27）、固定安装在检查弯头（27）自由端的扫描仪（28）、与扫描仪（28）相连接的电脑

显示装置、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3）与检查底板（24）旁边的抓手装置共同构成的，所述电脑

显示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3）旁边的电脑桌（30）、放置在电脑桌（30）上的电脑

（31）、连接电脑（31）与扫描仪（28）的导线（32）共同构成的，所述抓手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

工位凸台（3）上的抓手底板（33）、固定安装在抓手底板（33）中间部位的抓手伸缩杆（34）、固

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34）内部的第二直线电机（47）、固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34）顶端的抓

手伸缩臂共同构成的，所述工作台（1）外部侧表面设有控制柜（3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抓手伸缩臂是由与抓

手伸缩杆（34）顶端固定连接的伸缩臂（35）、固定安装在伸缩臂（35）自由端的抓手（36）、固

定安装在伸缩臂（35）上的第三直线电机（37）、固定安装在抓手（36）内部的驱动装置（48）共

同构成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柜（38）内部设有

控制器（39），所述控制器（39）下部设有控制按钮（4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39）内部设有

电容显示屏（41）、PLC系统（42）、电源插口（43）。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器（39）与旋转电

机（29）、微型直线电机（17）、第一直线电机（23）、第二直线电机（47）、第三直线电机（37）、驱

动装置（48）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下部四周

与固定支架（2）通过固定装置进行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是由与工作

台（1）和固定支架（2）连接的L形固定片（44）、开在L形固定片（44）两端的固定圆孔（45）、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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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固定圆孔（45）的固定螺栓（46）共同构成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扫描仪（28）将扫描到

的数据传输至电脑显示装置，在经过电脑显示装置分析，将不合格品命令传输至抓手装置，

通过抓手装置将不合格品剔除。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位凸台（3）与打孔

底板（15）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打孔底板（15）上部

中间部位与打孔伸缩杆（16）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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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路板生产领域，特别是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计算机内的电路板打孔设备大多都是通过人工直接操作机器

进行，生产效率很低，而且打孔过程中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并且

传统工艺会产生大量不合格品，造成资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包括工作台，所

述工作台下部四周设有固定支架，所述工作台上部前后两侧设有工位凸台，所述工位凸台

之间设有滑动带装置，所述滑动带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作台上的滑动支架、固定安装在

滑动支架四角的竖直杆、开在竖直杆上部的竖直圆孔、固定安装在竖直圆孔上的横向杆、开

在横向杆两端的横向圆孔、装插在横向圆孔上的竖直固定杆、开在竖直固定杆上端的竖直

固定圆孔、固定安装在竖直固定圆孔上的横向固定支架、固定安装在横向固定支架中间部

位的固定轴承、固定安装在固定轴承上的滚轮、固定安装在滚轮内部的旋转电机、包裹在滚

轮上的滚动带共同构成的，所述工位凸台前后两端上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打孔装置、检查装

置，所述打孔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打孔底板、固定安装在打孔底板上部中间

部位的打孔伸缩杆、固定安装在打孔伸缩杆内部的微型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打孔伸缩杆

顶端的第一弯头、固定安装在第一弯头自由端的打孔横杆、固定安装在打孔横杆自由端的

第二弯头、固定安装在第二弯头的小型打孔伸缩杆、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内部的第

一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自由端的打孔针共同构成的，所述检查装置是由

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检查底板、固定安装在检查底板中间部位的检查杆、固定安装在

检查杆顶部自由端的检查横杆、固定安装在检查横杆自由端的检查弯头、固定安装在检查

弯头自由端的扫描仪、与扫描仪相连接的电脑显示装置、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与检查底板

旁边的抓手装置共同构成的，所述电脑显示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旁边的电脑桌、

放置在电脑桌上的电脑、连接电脑与扫描仪的导线共同构成的，所述抓手装置是由固定安

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抓手底板、固定安装在抓手底板中间部位的抓手伸缩杆、固定安装在抓

手伸缩杆内部的第二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顶端的抓手伸缩臂共同构成的，所

述工作台外部侧表面设有控制柜。

[0004] 所述抓手伸缩臂是由与抓手伸缩杆顶端固定连接的伸缩臂、固定安装在伸缩臂自

由端的抓手、固定安装在伸缩臂上的第三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抓手内部的驱动装置共同

构成的。

[0005] 所述控制柜内部设有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下部设有控制按钮。

[0006] 所述控制器内部设有电容显示屏、PLC系统、电源插口。

[0007] 所述控制器与旋转电机、微型直线电机、第一直线电机、第二直线电机、第三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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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驱动装置相连接。

[0008] 所述工作台下部四周与固定支架通过固定装置进行连接。

[0009] 所述固定装置是由与工作台和固定支架连接的L形固定片、开在L形固定片两端的

固定圆孔、穿过固定圆孔的固定螺栓共同构成的。

[0010] 所述扫描仪将扫描到的数据传输至电脑显示装置，在经过电脑显示装置分析，将

不合格品命令传输至抓手装置，通过抓手装置将不合格品剔除。

[0011] 所述工位凸台与打孔底板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0012] 所述打孔底板上部中间部位与打孔伸缩杆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0013] 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工作高效，快速打孔节省人

力物力并且合格率高大大节约原材料。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所述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所述抓手伸缩臂放大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所述控制器放大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所述固定装置放大图；

[0018] 图中，1、工作台；2、固定支架；3、工位凸台；4、滑动支架；5、竖直杆；6、竖直圆孔；7、

横向杆；8、横向圆孔；9、竖直固定杆；10、竖直固定圆孔；11、横向固定支架；12、固定轴承；

13、滚轮；14、滚动带；15、打孔底板；16、打孔伸缩杆；17、微型直线电机；18、第一弯头；19、打

孔横杆；20、第二弯头；21、打孔针；22、小型打孔伸缩杆；23、第一直线电机；24、检查底板；

25、检查杆；26、检查横杆；27、检查弯头；28、扫描仪；29、旋转电机；30、电脑桌；31、电脑；32、

导线；33、抓手底板；34、抓手伸缩杆；35、伸缩臂；36、抓手；37、第三直线电机；38、控制柜；

39、控制器；40、控制按钮；41、电容显示屏；42、PLC系统；43、电源插口；44、L形固定片；45、固

定圆孔；46、固定螺栓；47、第二直线电机；48、驱动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如图1-4所示，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包括

工作台1，所述工作台1下部四周设有固定支架2，所述工作台1上部前后两侧设有工位凸台

3，所述工位凸台3之间设有滑动带装置，所述滑动带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作台1上的滑动

支架4、固定安装在滑动支架4四角的竖直杆5、开在竖直杆5上部的竖直圆孔6、固定安装在

竖直圆孔6上的横向杆7、开在横向杆7两端的横向圆孔8、装插在横向圆孔8上的竖直固定杆

9、开在竖直固定杆9上端的竖直固定圆孔10、固定安装在竖直固定圆孔10上的横向固定支

架11、固定安装在横向固定支架11中间部位的固定轴承12、固定安装在固定轴承12上的滚

轮13、固定安装在滚轮13内部的旋转电机29、包裹在滚轮13上的滚动带14共同构成的，所述

工位凸台3前后两端上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打孔装置、检查装置，所述打孔装置是由固定安装

在工位凸台3上的打孔底板15、固定安装在打孔底板15上部中间部位的打孔伸缩杆16、固定

安装在打孔伸缩杆16内部的微型直线电机17、固定安装在打孔伸缩杆16顶端的第一弯头

18、固定安装在第一弯头18自由端的打孔横杆19、固定安装在打孔横杆19自由端的第二弯

头20、固定安装在第二弯头20的小型打孔伸缩杆22、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22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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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直线电机23、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22自由端的打孔针21共同构成的，所述检查

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3上的检查底板24、固定安装在检查底板24中间部位的检查

杆25、固定安装在检查杆25顶部自由端的检查横杆26、固定安装在检查横杆26自由端的检

查弯头27、固定安装在检查弯头27自由端的扫描仪28、与扫描仪28相连接的电脑显示装置、

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3与检查底板24旁边的抓手装置共同构成的，所述电脑显示装置是由

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3旁边的电脑桌30、放置在电脑桌30上的电脑31、连接电脑31与扫描仪

28的导线32共同构成的，所述抓手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3上的抓手底板33、固定安

装在抓手底板33中间部位的抓手伸缩杆34、固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34内部的第二直线电机

47、固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34顶端的抓手伸缩臂共同构成的，所述工作台1外部侧表面设有

控制柜38；所述抓手伸缩臂是由与抓手伸缩杆34顶端固定连接的伸缩臂35、固定安装在伸

缩臂35自由端的抓手36、固定安装在伸缩臂35上的第三直线电机37、固定安装在抓手36内

部的驱动装置48共同构成的；所述控制柜38内部设有控制器39，所述控制器39下部设有控

制按钮40；所述控制器39内部设有电容显示屏41、PLC系统42、电源插口43；所述控制器39与

旋转电机29、微型直线电机17、第一直线电机23、第二直线电机47、第三直线电机37、驱动装

置48相连接；所述工作台1下部四周与固定支架2通过固定装置进行连接；所述固定装置是

由与工作台1和固定支架2连接的L形固定片44、开在L形固定片44两端的固定圆孔45、穿过

固定圆孔45的固定螺栓46共同构成的；所述扫描仪28将扫描到的数据传输至电脑显示装

置，在经过电脑显示装置分析，将不合格品命令传输至抓手装置，通过抓手装置将不合格品

剔除；所述工位凸台3与打孔底板15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所述打孔底板15上部中间部

位与打孔伸缩杆16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

[0020] 本实施方案的特点为，工作台下部四周设有固定支架，工作台上部前后两侧设有

工位凸台，工位凸台之间设有滑动带装置，滑动带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作台上的滑动支

架、固定安装在滑动支架四角的竖直杆、开在竖直杆上部的竖直圆孔、固定安装在竖直圆孔

上的横向杆、开在横向杆两端的横向圆孔、装插在横向圆孔上的竖直固定杆、开在竖直固定

杆上端的竖直固定圆孔、固定安装在竖直固定圆孔上的横向固定支架、固定安装在横向固

定支架中间部位的固定轴承、固定安装在固定轴承上的滚轮、固定安装在滚轮内部的旋转

电机、包裹在滚轮上的滚动带共同构成的，工位凸台前后两端上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打孔装

置、检查装置，打孔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打孔底板、固定安装在打孔底板上部

中间部位的打孔伸缩杆、固定安装在打孔伸缩杆内部的微型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打孔伸

缩杆顶端的第一弯头、固定安装在第一弯头自由端的打孔横杆、固定安装在打孔横杆自由

端的第二弯头、固定安装在第二弯头的小型打孔伸缩杆、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内部

的第一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自由端的打孔针共同构成的，检查装置是由

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检查底板、固定安装在检查底板中间部位的检查杆、固定安装在

检查杆顶部自由端的检查横杆、固定安装在检查横杆自由端的检查弯头、固定安装在检查

弯头自由端的扫描仪、与扫描仪相连接的电脑显示装置、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与检查底板

旁边的抓手装置共同构成的，电脑显示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旁边的电脑桌、放置

在电脑桌上的电脑、连接电脑与扫描仪的导线共同构成的，抓手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

凸台上的抓手底板、固定安装在抓手底板中间部位的抓手伸缩杆、固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

内部的第二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顶端的抓手伸缩臂共同构成的，工作台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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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表面设有控制柜，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一种电路板打孔装置，工作高效，快速打

孔节省人力物力并且合格率高大大节约原材料。

[0021] 在本实施方案中，工作台下部四周设有固定支架，工作台上部前后两侧设有工位

凸台，工位凸台之间设有滑动带装置，工位凸台前后两端上从左至右依次设有打孔装置、检

查装置，检查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检查底板、固定安装在检查底板中间部位

的检查杆、固定安装在检查杆顶部自由端的检查横杆、固定安装在检查横杆自由端的检查

弯头、固定安装在检查弯头自由端的扫描仪、与扫描仪相连接的电脑显示装置、固定安装在

工位凸台与检查底板旁边的抓手装置共同构成的，电脑显示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

旁边的电脑桌、放置在电脑桌上的电脑、连接电脑与扫描仪的导线共同构成的，抓手装置是

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抓手底板、固定安装在抓手底板中间部位的抓手伸缩杆、固定

安装在抓手伸缩杆内部的第二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抓手伸缩杆顶端的抓手伸缩臂共同构

成的，工作台外部侧表面设有控制柜，控制柜内部设有控制器，控制器下部设有控制按钮，

控制器内部设有电容显示屏、PLC系统、电源插口，滑动带装置将电路板运输至打孔装置正

下方，将对电路板进行打孔，打过孔的电路板运输至检查装置的正下方对打过孔的电路板

进行检查，通过扫描仪将扫描到的数据传输至电脑显示装置，在经过电脑显示装置分析，将

不合格品命令传输至抓手装置，通过抓手装置将不合格品剔除。

[0022] 在本实施方案中，打孔装置是由固定安装在工位凸台上的打孔底板、固定安装在

打孔底板上部中间部位的打孔伸缩杆、固定安装在打孔伸缩杆内部的微型直线电机、固定

安装在打孔伸缩杆顶端的第一弯头、固定安装在第一弯头自由端的打孔横杆、固定安装在

打孔横杆自由端的第二弯头、固定安装在第二弯头的小型打孔伸缩杆、固定安装在小型打

孔伸缩杆内部的第一直线电机、固定安装在小型打孔伸缩杆自由端的打孔针共同构成的，

工作台外部侧表面设有控制柜，控制柜内部设有控制器，控制器下部设有控制按钮，控制器

内部设有电容显示屏、PLC系统、电源插口，控制器与旋转电机、微型直线电机、第一直线电

机、第二直线电机、第三直线电机、驱动装置相连接，利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制作的一种电

路板打孔装置，工作高效，快速打孔节省人力物力并且合格率高大大节约原材料。

[0023] 上述技术方案仅体现了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选技术方案，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对其中某些部分所可能做出的一些变动均体现了本发明的原理，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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