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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包括

收纳箱，收纳箱上开设有凭证入口，凭证入口外

侧设进纸台面，进纸台面上设用于检测有无凭证

放入的红外传感器，凭证入口内侧从左到右依次

设用于将凭证卷入收纳箱内部并传送到装订位

的传送装置、用于将凭证压紧的定位装置和用于

给凭证打装订钉安装孔的打孔装置，打孔装置和

定位装置的下方设倾斜度可调的抬起板，抬起板

的左侧搭接在传送装置右侧的下滑板上，抬起板

的右侧与支撑柱的中部铰接，支撑柱的下端固定

在座体上，座体上还设升降装置，升降装置的顶

端与抬起板固定。本发明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

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使用方便，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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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包括收纳箱(1)，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箱(1)上开设有凭证

入口，所述凭证入口外侧设置有进纸台面(4)，所述进纸台面(4)上设置有用于检测有无凭

证放入的红外传感器，所述凭证入口内侧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有用于将凭证卷入收纳箱(1)

内部并传送到装订位的传送装置(6)、用于将凭证压紧的定位装置(7)和用于给凭证打装订

钉安装孔的打孔装置(8)，所述打孔装置(8)和定位装置(7)的下方设置有倾斜度可调的抬

起板(10)，所述抬起板(10)的左侧搭接在传送装置(6)右侧的下滑板(9)上，所述抬起板

(10)的右侧与支撑柱(13)的中部铰接，所述支撑柱(13)的下端固定在座体(11)上，所述座

体(11)上还设置有升降装置(12)，所述升降装置(12)的顶端与抬起板(10)固定，所述收纳

箱(1)上还设置有供电电源和用于显示当前凭证存储数的电子显示屏(5)，所述电子显示屏

(5)、红外传感器均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控制开关与供电电源电连接；所述定

位装置(7)包括设置在收纳箱(1)顶面上的伸缩装置(701)，所述伸缩装置(701)的下端设置

有压板(702)；

红外传感器实时采集检测信息，并将信息传递给控制器，控制器对信息进行判定处理，

当控制器判定有凭证进入时，控制器内部的累加器开始自动累加，累加器的累加结果通过

电子显示屏显示；

在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凭证放入的同时，控制器还会发送启动的控制指令给传送装

置，传送装置将财务凭证从进纸台面拉入收纳箱内部，并跟随传送带向前移动，移动的同

时，将财务凭证压平整，压平整后的财务凭证最终下滑到抬起板上堆积，等待装订；

当累加器的数字到达预定的数值时，控制器发出控制指令给抬起板下方的升降装置，

同时控制器的内部定时器开始定时，升降装置接收到控制器的控制指令后上升使得抬起板

的倾角增大，迫使财务凭证下滑到与支撑柱靠齐的位置，在内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控制

器再发出控制指令给定位装置和升降装置复位，将抬起板复位到水平状态的同时利用定位

装置的伸缩装置下移使得压板压在财务凭证上，将财务凭证装夹定位，然后控制器再发出

控制指令给打孔装置，完成财务凭证打孔工作后取出财务凭证，并装入装订钉即可放入抽

屉内收纳；

若红外传感器未检测到凭证进入时，则通过控制器发送控制指令，停止传送装置的工

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收纳箱(1)的中部设

置有抽屉，所述抽屉的右侧设置有侧盖(2)，所述侧盖(2)远离合页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控制

侧盖(2)与收纳箱(1)开闭的磁性锁(3)，所述磁性锁(3)与控制器电连接，用于在收纳箱(1)

满载后，接收控制器打开侧盖(2)的控制信息，并打开侧盖(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装置(6)包括支

撑架，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通过传送带(606)传动连接的驱动轮(602)、从动轮(604)和张紧

轮(603)，所述驱动轮(602)、从动轮(604)和张紧轮(603)的中心轴分别设置在收纳箱(1)的

两侧面上，所述驱动轮(602)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同步电机(607)固定，所述同步电机

(607)与支撑架固定，且同步电机(607)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传送带(606)的上方设置有压

轮一(601)和压轮二(605)，所述压轮一(601)和压轮二(605)的中心穿设有转轴，所述转轴

的两端分别滑动设置在收纳箱(1)两侧面的滑槽内，所述压轮一(601)设置在驱动轮(602)

正上方且与驱动轮(602)匹配传动，所述压轮一(601)的转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与驱动轮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790457 B

2



(602)的主轴固连的拉簧一，所述压轮二(605)设置在从动轮(604)正上方且与从动轮(604)

匹配传动，所述压轮二(605)的转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与从动轮(604)的主轴固连的拉簧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12)、伸缩

装置(701)均是液压缸或者气压缸的一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打孔装置(8)包括与

收纳箱(1)顶面固定的空心柱体(801)，所述空心柱体(801)中部穿设有连接轴(803)，所述

连接轴(803)的一端套设固定轴承，所述轴承外圈与空心柱体(801)固定，所述连接轴(803)

的另一端穿出空心柱体(801)侧壁开设的安装孔一后与电机二(805)固定，所述电机二

(805)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连接轴(803)的中部套装固定有凸轮(802)，所述凸轮(802)的

下方设置有压盘(804)，所述压盘(804)与传动杆(806)固定，所述传动杆(806)上套设有弹

簧(810)，所述弹簧(810)置于压盘(804)与空心柱体(801)内底面之间，所述传动杆(806)的

下端穿出空心柱体(801)底面开设的安装孔二后与安装箱(807)固定，所述安装箱(807)内

设置有安装箱(807)固定的电机一，所述电机一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电机一的输出轴穿出

安装箱(807)底面开设的安装孔三后与钻夹头(808)固定，所述钻夹头(808)上设置有钻头

(809)。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抬起板(10)上开设有

容纳打孔装置(8)的钻头通过的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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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财务会计专用的办公用品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财务工作中，经常需要处理大量的财务凭证，只有安全的存放和保存好这些财

务凭证才能保障财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目前，财务工作人员在处理这些财务凭证时，较为普

遍使用的是在桌面上放置有一个带底座的插针，将一张张财务凭证或票据在收集过程中插

入插针中，或者而直接用夹子一张一张的夹起来，到达一定厚度后，取下来进行装订，这样

带来的不便之处在于：

[0003] 1、插针易对财务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伤害；

[0004] 2、财务凭证保存过程中易折损和破坏；

[0005] 3、收集的财务凭证还得再重新清点数数，很是麻烦；

[0006] 4、有一些直接使用收纳盒临时放置，存在收集的财务凭证还得再重新清点数数的

弊端，且存放于收纳盒的票据较为凌乱，不便于整理归纳。

[0007] 5、操作过程相当费工、费时，票据多时更不易清点，工作效率很低。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以解决上述提到的所有问题。

[000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包括收纳箱，所述收纳箱上开设有

凭证入口，所述凭证入口外侧设置有进纸台面，所述进纸台面上设置有用于检测有无凭证

放入的红外传感器，所述凭证入口内侧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有用于将凭证卷入收纳箱内部并

传送到装订位的传送装置、用于将凭证压紧的定位装置和用于给凭证打装订钉安装孔的打

孔装置，所述打孔装置和定位装置的下方设置有倾斜度可调的抬起板，所述抬起板的左侧

搭接在传送装置右侧的下滑板上，所述抬起板的右侧与支撑柱的中部铰接，所述支撑柱的

下端固定在座体上，所述座体上还设置有升降装置，所述升降装置的顶端与抬起板固定，所

述收纳箱上还设置有供电电源和用于显示当前凭证存储数的电子显示屏，所述电子显示

屏、红外传感器均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控制器通过控制开关与供电电源电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收纳箱的中部设置有抽屉，所述抽屉的右侧设置有侧盖，所述侧盖远

离合页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控制侧盖与收纳箱开闭的磁性锁，所述磁性锁与控制器电连接，

用于在收纳箱满载后，接收控制器打开侧盖的控制信息，并打开侧盖。

[0011] 优选的，所述传送装置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通过传送带传动连接的

驱动轮、从动轮和张紧轮，所述驱动轮、从动轮和张紧轮的中心轴分别设置在收纳箱的两侧

面上，所述驱动轮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同步电机固定，所述同步电机与支撑架固定，且同

步电机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传送带的上方设置有压轮一和压轮二，所述压轮一和压轮二

的中心穿设有转轴，所述转轴的两端分别滑动设置在收纳箱两侧面的滑槽内，所述压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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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驱动轮正上方且与驱动轮匹配传动，所述压轮一的转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与驱动轮的

主轴固连的拉簧一，所述压轮二设置在从动轮正上方且与从动轮匹配传动，所述压轮二的

转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与从动轮的主轴固连的拉簧二。

[0012] 优选的，所述定位装置包括设置在收纳箱顶面上的伸缩装置，所述伸缩装置的下

端设置有压板。

[0013] 优选的，所述升降装置、伸缩装置均是液压缸或者气压缸的一种。

[0014] 优选的，所述打孔装置包括与收纳箱顶面固定的空心柱体，所述空心柱体中部穿

设有连接轴，所述连接轴的一端套设固定轴承，所述轴承外圈与空心柱体固定，所述连接轴

的另一端穿出空心柱体侧壁开设的安装孔一后与电机二固定，所述电机二与控制器电连

接，所述连接轴的中部套装固定有凸轮，所述凸轮的下方设置有压盘，所述压盘与传动杆固

定，所述传动杆上套设有弹簧，所述弹簧置于压盘与空心柱体内底面之间，所述传动杆的下

端穿出空心柱体底面开设的安装孔二后与安装箱固定，所述安装箱内设置有安装箱固定的

电机一，所述电机一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电机一的输出轴穿出安装箱底面开设的安装孔

三后与钻夹头固定，所述钻夹头上设置有钻头。

[0015] 优选的，所述抬起板上开设有容纳打孔装置的钻头通过的通孔。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在便于整理存放财务凭证的同时还可以计数，大大的降

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计数准确可靠，降低了劳动强度，能极大的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

效率，且财务凭证保存过程中不易折损和破坏，能最大程度的保持桌面整洁，保障财务工作

的顺利进行，使用方便安全，实用性强，值得推广。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装置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1和图2，对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应当理解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具体实施方式的限制。

[0020]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包括收纳箱1，所

述收纳箱1上开设有凭证入口，所述凭证入口外侧设置有进纸台面4，所述进纸台面4上设置

有用于检测有无凭证放入的红外传感器，所述凭证入口内侧从左到右依次设置有用于将凭

证卷入收纳箱1内部并传送到装订位的传送装置6、用于将凭证压紧的定位装置7和用于给

凭证打装订钉安装孔的打孔装置8，所述打孔装置8和定位装置7的下方设置有倾斜度可调

的抬起板10，所述抬起板10的左侧搭接在传送装置6右侧的下滑板9上，所述抬起板10的右

侧与支撑柱13的中部铰接，所述支撑柱13的下端固定在座体11上，所述座体11上还设置有

升降装置12，所述升降装置12的顶端与抬起板10固定，所述收纳箱1上还设置有供电电源和

用于显示当前凭证存储数的电子显示屏5，所述电子显示屏5、红外传感器均与控制器电连

接，所述控制器通过控制开关与供电电源电连接。

[0021] 进一步的，所述收纳箱1的中部设置有抽屉，所述抽屉的右侧设置有侧盖2，所述侧

盖2远离合页的一端设置有用于控制侧盖2与收纳箱1开闭的磁性锁3，所述磁性锁3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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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电连接，用于在收纳箱1满载后，接收控制器打开侧盖2的控制信息，并打开侧盖2。

[0022] 进一步的，所述传送装置6包括支撑架，所述支撑架上设置有通过传送带606传动

连接的驱动轮602、从动轮604和张紧轮603，所述驱动轮602、从动轮604和张紧轮603的中心

轴分别设置在收纳箱1的两侧面上，所述驱动轮602的中心轴通过联轴器与同步电机607固

定，所述同步电机607与支撑架固定，且同步电机607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传送带606的上

方设置有压轮一601和压轮二605，所述压轮一601和压轮二605的中心穿设有转轴，所述转

轴的两端分别滑动设置在收纳箱1两侧面的滑槽内，所述压轮一601设置在驱动轮602正上

方且与驱动轮602匹配传动，所述压轮一601的转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与驱动轮602的主轴固

连的拉簧一，所述压轮二605设置在从动轮604正上方且与从动轮604匹配传动，所述压轮二

605的转轴两端分别固定有与从动轮604的主轴固连的拉簧二。

[0023] 进一步的，所述定位装置7包括设置在收纳箱1顶面上的伸缩装置701，所述伸缩装

置701的下端设置有压板702。

[0024] 进一步的，所述升降装置12、伸缩装置701均是液压缸或者气压缸的一种。

[0025] 进一步的，所述打孔装置8包括与收纳箱1顶面固定的空心柱体801，所述空心柱体

801中部穿设有连接轴803，所述连接轴803的一端套设固定轴承，所述轴承外圈与空心柱体

801固定，所述连接轴803的另一端穿出空心柱体801侧壁开设的安装孔一后与电机二805固

定，所述电机二805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连接轴803的中部套装固定有凸轮802，所述凸轮

802的下方设置有压盘804，所述压盘804与传动杆806固定，所述传动杆806上套设有弹簧

810，所述弹簧810置于压盘804与空心柱体801内底面之间，所述传动杆806的下端穿出空心

柱体801底面开设的安装孔二后与安装箱807固定，所述安装箱807内设置有安装箱807固定

的电机一，所述电机一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电机一的输出轴穿出安装箱807底面开设的安

装孔三后与钻夹头808固定，所述钻夹头808上设置有钻头809。

[0026] 进一步的，所述抬起板10上开设有容纳打孔装置8的钻头通过的通孔。

[0027] 其中，控制器是单片机，型号为STM8S103F3。

[0028] 本实施例中，进纸台面上设置有用于检测有无票据放入的红外传感器，红外传感

器实时采集检测信息，并将信息传递给控制器，控制器对信息进行判定处理，当控制器判定

有票据进入时，发送启动的控制指令给传送装置，同时控制器内的累加器开始自加操作，进

行一次计数，并显示在电子显示屏上。

[0029] 传送装置开始工作时，同步电机带动驱动轮转动，驱动轮的动力通过传送带同步

传递给从动轮和张紧轮，带动从动轮和张紧轮同步转动的同时带动财务凭证向前移动，传

送带上方设置的压轮一和压轮二，分别与驱动轮和从动轮匹配传动，在拉簧的作用下将财

务凭证压平整，最终财务凭证沿着下滑板依次下滑到抬起板上堆积。

[0030] 其中，当计数的数字到达预定的数值时，控制器发出控制指令给抬起板下方的升

降装置，同时控制器的内部定时器开始定时，升降装置接收到控制器的控制指令后上升使

得抬起板的倾角增大，迫使财务凭证下滑到与支撑柱靠齐，从而便于打装订钉安装孔，内部

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控制器再发出控制指令给定位装置，定位装置的伸缩装置下移使得

压板压在财务凭证上，将财务凭证装夹定位，然后控制器再发出控制指令给打孔装置，打孔

装置内部的电机二启动，带动凸轮转动，凸轮压迫压盘带动传动杆移动，完成下降动作，弹

簧作用下，压盘带动传动杆移动，完成上升复位动作，打孔装置上的电机一带动钻夹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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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完成钻头的切割动作，下降和钻夹头的转动复合，完成财务凭证打孔工作后取出财务凭

证，并装入装订钉即可放入抽屉内收纳。

[0031] 若红外传感器未检测到票据时，则通过控制器发送控制指令，停止传送装置的工

作，进而达到智能控制的目的。

[0032] 综上所述，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财务凭证整理装置，在便于整理存

放财务凭证的同时还可以计数，大大的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计数准确可靠，降低了

劳动强度，能极大的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且财务凭证保存过程中不易折损和破坏，能

最大程度的保持桌面整洁，保障财务工作的顺利进行，使用方便安全，实用性强，值得推广。

[0033]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发明的几个具体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实施例并非局限于此，任

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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