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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装置及服务器

(57)摘要

一种固定装置及服务器，该服务器包含一框

架本体、一固定件以及一电路板。固定件固设于

框架本体的侧边，并且包含一固定件本体、一止

挡结构、一卡固结构以及一弹性按压结构。固定

件本体具有一开口。止挡结构设置于固定件本体

的一端。卡固结构设置于固定件本体相对于止挡

结构的另一端。弹性按压结构为一体成型地连结

于固定件本体，并延伸至开口中，且弹性按压结

构具有一凸块。电路板包含一凹缘、一钥匙孔以

及一定位孔，凹缘用于卡抵止挡结构，钥匙孔用

于卡合卡固结构，定位孔对应于凸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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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定装置，用于固定一电路板，其特征在于，该电路板具有一凹缘、一钥匙孔以

及一定位孔，该固定装置包含：

一框架本体；以及

一固定件，其固设于该框架本体的侧边，并且包含：

一固定件本体，其具有一开口；

一止挡结构，其设置于该固定件本体的一端，并用于卡抵该凹缘；

一卡固结构，其设置于该固定件本体相对于该止挡结构的另一端，并用于卡合于该钥

匙孔；以及

一弹性按压结构，其为一体成型地连结于该固定件本体，并延伸至该开口中，且该弹性

按压结构具有一对应于该定位孔的凸块；

其中，在该电路板的该钥匙孔对准该卡固结构而放置于该框架本体上后，将该电路板

沿一安装方向移动而使该凸块弹起卡合于该定位孔，并使该凹缘卡抵于该止挡结构，以及

使该钥匙孔卡合于该卡固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为，该止挡结构更具有一第一卡抵部，用于卡

抵该电路板。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为，该卡固结构更具有一第二卡抵部，用于卡

抵该电路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定装置，其特征为，该电路板更具有一按压槽，该弹性按压结

构为对应地露出于该按压槽。

5.一种服务器，其特征在于，包含：

一框架本体；

一固定件，其固设于该框架本体的侧边，并且包含：

一固定件本体，其具有一开口；

一止挡结构，其设置于该固定件本体的一端；

一卡固结构，其设置于该固定件本体相对于该止挡结构的另一端；以及

一弹性按压结构，其为一体成型地连结于该固定件本体，并延伸至该开口中，且该弹性

按压结构具有一凸块；以及

一电路板，包含：

一凹缘，其用于卡抵该止挡结构；

一钥匙孔，其用于卡合该卡固结构；以及

一定位孔，其对应于该凸块；

其中，在该电路板的该钥匙孔对准该卡固结构而放置于该框架本体上后，将该电路板

沿一安装方向移动而使该凸块弹起卡合于该定位孔，并使该凹缘卡抵于该止挡结构，以及

使该钥匙孔卡合于该卡固结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为，该止挡结构更具有一第一卡抵部，用于卡抵

该电路板。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为，该卡固结构更具有一第二卡抵部，用于卡抵

该电路板。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服务器，其特征为，该电路板更具有一按压槽，该弹性按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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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应地露出于该按压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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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装置及服务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路板固定装置，尤指一种利用卡合的方式固定电路板的电路板

固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来说，在电路板的安装过程中，通常是利用螺丝与螺丝起子等辅助工具来将

电路板锁固在机架上，其中虽然利用螺丝锁固的稳定性很高，但其组装却费工与费时，非常

不利于组装。

[0003] 此外，当用户欲拆卸电路板时，同样需要工具的辅助才能进行，且同样既费工又费

时。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在悉知技术中，欲将电路板进行安装或拆卸时，往往都需要透过螺丝起子

等工具才能安装或拆卸电路板，非常的费工与费时，进而增加了人工操作的成本。

[0005] 缘此，本发明的主要目的为提供一种固定装置及服务器，其是利用固定件的止挡

结构、卡固结构以及弹性按压结构来固定住电路板。

[0006] 承上所述，本发明为解决悉知技术的问题所采用的必要技术手段为提供一种固定

装置，其用于固定一电路板，电路板具有一凹缘、一钥匙孔以及一定位孔，该固定装置包含

一框架本体以及一固定件。固定件固设于框架本体的侧边，并且包含一固定件本体、一止挡

结构、一卡固结构以及一弹性按压结构。固定件本体具有一开口。止挡结构设置于固定件本

体的一端，并用于卡抵凹缘。卡固结构设置于固定件本体相对于止挡结构的另一端，并用于

卡合于钥匙孔。弹性按压结构为一体成型地连结于固定件本体，并延伸至开口中，且弹性按

压结构具有一对应于定位孔的凸块。其中，在电路板的钥匙孔对准卡固结构而放置于框架

本体上后，将电路板沿一安装方向移动而使凸块弹起卡合于定位孔，并使凹缘卡抵于止挡

结构，以及使钥匙孔卡合于卡固结构。

[0007] 如上所述，由于本发明是利用止挡结构与卡固结来卡抵住电路板，并利用弹性按

压结构的卡合来固定住电路板，因此本发明所提供的固定装置可以在不需要辅助工具的情

况下，快速有效安装电路板，不仅省时更省工。

[0008] 由上述的必要技术手段所衍生的一附属技术手段为，止挡结构更具有一第一卡抵

部，用于卡抵电路板。

[0009] 由上述的必要技术手段所衍生的一附属技术手段为，卡固结构更具有一第二卡抵

部，用于卡抵电路板。

[0010] 由上述的必要技术手段所衍生的一附属技术手段为，电路板更具有一按压槽，弹

性按压结构为对应地露出于按压槽。

[0011] 本发明为解决悉知技术的问题所采用的必要技术手段更提供一种服务器，包含一

框架本体、一固定件以及一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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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固定件固设于框架本体的侧边，并且包含一固定件本体、一止挡结构、一卡固结构

以及一弹性按压结构。固定件本体具有一开口。止挡结构设置于固定件本体的一端。卡固结

构设置于固定件本体相对于止挡结构的另一端。弹性按压结构为一体成型地连结于固定件

本体，并延伸至开口中，且弹性按压结构具有一凸块。电路板包含一凹缘、一钥匙孔以及一

定位孔。凹缘用于卡抵止挡结构。钥匙孔用于卡合卡固结构。定位孔对应于凸块。其中，在电

路板的钥匙孔对准卡固结构而放置于框架本体上后，将电路板沿一安装方向移动而使凸块

弹起卡合于定位孔，并使凹缘卡抵于止挡结构，以及使钥匙孔卡合于卡固结构。

[0013] 由上述的必要技术手段所衍生的一附属技术手段为，止挡结构更具有一第一卡抵

部，用于卡抵电路板。

[0014] 由上述的必要技术手段所衍生的一附属技术手段为，卡固结构更具有一第二卡抵

部，用于卡抵电路板。

[0015] 由上述的必要技术手段所衍生的一附属技术手段为，电路板更具有一按压槽，弹

性按压结构为对应地露出于按压槽。

[0016] 本发明所采用的具体实施例，将藉由以下的实施例及图式作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提供固定装置的框架本体与固定件的立体示意

图；

[0018] 图2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提供固定装置的框架本体与固定件的立体分解示

意图；

[0019] 图3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提供服务器的立体示意图；

[0020] 图4为显示图3的A-A剖面示意图；

[0021] 图5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提供服务器的电路板沿安装方向移动而卡固于固

定件的立体分解示意图；

[0022] 图6为显示图5的B-B剖面示意图；以及

[0023] 图7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服务器实际运用的立体示意图。

[0024] 组件标号说明：

[0025] 100                     固定装置

[0026] 200、200'                 服务器

[0027] 1                        框架本体

[0028] 11                       第一固定部

[0029] 12                       第二固定部

[0030] 2                       固定件

[0031] 21                      固定件本体

[0032] 211                     开口

[0033] 22                       止挡结构

[0034] 221                      第一卡抵部

[0035] 23                      卡固结构

[0036] 231                      第二卡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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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24                      弹性按压结构

[0038] 241                     凸块

[0039] 3                       电路板

[0040] 31                      凹缘

[0041] 32                       钥匙孔

[0042] 33                       定位孔

[0043] 34                       按压槽

[0044] 4                        侧板固定架

[0045] 5                       边框

[0046] M                       安装方向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请参阅图1与图2，图1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提供固定装置的框架本体与固

定件的立体示意图；图2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提供固定装置的框架本体与固定件的

立体分解示意图。如图所示，一固定装置100包含一框架本体1与二固定件2，二固定件2(图

中仅标示一个)分别固设于框架本体1的两侧，而框架本体1的两侧各具有一第一固定部11

与一第二固定部12，使固定件2可卡合地固定在框架本体1上。其中，二固定件2各包含一固

定件本体21、一止挡结构22、一卡固结构23以及一弹性按压结构24。固定件本体21具有一开

口211。

[0048] 止挡结构22设置于固定件本体21的一端，并具有一第一卡抵部221。卡固结构23设

置于固定件本体21相对于止挡结构22的另一端，并具有一第二卡抵部231。

[0049] 弹性按压结构24为一体成型地连结于固定件本体21，并延伸至开口211中，且弹性

按压结构24具有一凸块241。

[0050] 请继续参阅图3至图6，图3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所提供服务器的电路板放置

于框架本体上的立体示意图；图4为显示图3的A-A剖面示意图；图5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

例所提供服务器的电路板沿安装方向移动而卡固于固定件的立体分解示意图；图6为显示

图5的B-B剖面示意图。

[0051] 如图所示，一种服务器200，除了包含上述的框架本体1与固定件2外，更包含一电

路板3。其中，电路板3包含一凹缘31、一钥匙孔32、一定位孔33以及一按压槽34。凹缘31用于

卡抵止挡结构22。钥匙孔32用于卡合卡固结构23。定位孔33对应于凸块241。按压槽34对应

于弹性按压结构24。

[0052] 在实际运用上，当用户先将电路板3的钥匙孔32对准卡固结构23，并将凹缘31对准

止挡结构22而放置于框架本体1上时，是沿着一安装方向M移动电路板3，使凹缘31卡抵于止

挡结构22，并使钥匙孔32卡合于卡固结构23，而在电路板3移动的过程中，当凸块241对准定

位孔33时，会弹起并卡合于定位孔33，使整个电路板3固定地安装于框架本体1上，同时弹性

按压结构24会对应地自按压槽34露出。其中，在电路板3放置于框架本体1上的同时，弹性按

压结构24会被电路板3往下压，藉此当电路板3沿安装方向M移动至凸块241对准定位孔33

时，弹性按压结构24会弹起而卡住电路板3。

[0053] 此外，当用户欲将电路板3自框架本体1上拆卸下来时，仅需同时按压框架本体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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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固定件2的弹性按压结构24，使凸块241脱离定位孔33，此时再将电路板3沿安装方向M的

反向移动而使止挡结构22与卡固结构23分别自凹缘31与钥匙孔32解除卡固状态，进而将电

路板3拆卸下。

[0054] 请参阅图1至图7，图7为显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服务器实际运用的立体示意图。

如图所示，实际运用上的服务器200'相较于上述的服务器200更包含有一侧板固定架4以及

一边框5。其中，虽然电路板固定装置100'具有侧板固定架4与边框5，但由于电路板3在安装

过程中是先由上往下放置在框架本体1上，因此侧板固定架4与边框5并不会影响到电路板3

的安装。

[0055] 综上所述，由于本发明是利用固定件的止挡结构与卡固结构来与电路板的凹缘与

钥匙孔配合，使得电路板可透过滑移的方式来卡固于框架本体上；此外，更利用弹性按压结

构与定位孔的配合来使电路板可更加稳定的卡固于框架本体上。相较于先前技术的电路板

的组装过程是利用螺丝锁固的方式进行固定，本发明仅需滑移电路板即可固定住电路板，

且在拆卸时仅需按压弹性按压结构来解锁便可拆卸电路板，不仅能有效的减少安装或拆卸

的时间，也能有效的提高组装的便利性。

[0056] 藉由以上较佳具体实施例的详述，希望能更加清楚描述本发明的特征与精神，而

并非以上述所揭露的较佳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的范畴加以限制。相反地，其目的是希望

能涵盖各种改变及具相等性的安排于本发明所欲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的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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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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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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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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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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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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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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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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