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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了一种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1、完成高压电源模块壳

体和盖板的加工；步骤2、完成高压电源模块电路

板的加工；步骤3、壳体和盖板清洗；步骤4、电路

板清洗；步骤5、壳体打印标识；步骤6、按照预先

设计将元器件贴装在电路板上；步骤7、清洗粘有

元器件的电路板；步骤8、将变压器焊接到电路板

上；步骤9、将电路板安装到壳体内并完成电装；

步骤10、壳体内灌胶，并对灌胶后的壳体安装盖

板。本发明高压电源模块批量化生产方法，简单

可靠，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同时，保证

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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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完成高压电源模块壳体和盖板的加工；

步骤2、完成高压电源模块电路板的加工；

步骤3、壳体和盖板清洗；

步骤4、电路板清洗；

步骤5、壳体打印标识；

步骤6、按照预先设计将元器件贴装在电路板上；

步骤7、清洗粘有元器件的电路板；

步骤8、将变压器焊接到电路板上；

步骤9、将电路板安装到壳体内并完成电装；

步骤10、壳体内灌胶，再将盖板安装到壳体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采用以下

方法：先使用棉球蘸取无水乙醇擦拭壳体和盖板，再将壳体和盖板放入盛有无水乙醇的容

器中浸泡5～10分钟，浸泡过程中避免壳体与盖板接触，最后将壳体和盖板取出后使用惰性

气体吹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采用以下方

法：先将电路板入盛有无水乙醇的容器中浸泡5～10分钟，再用刷子伸入到容器中刷洗电路

板，刷洗完成后取出电路板，最后使用惰性气体吹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采用以下

方法：将壳体放置在激光打标机的载物台上，利用红光定位摆正壳体摆放位置，通过摇动手

柄调节工作台高度，使得激光标刻时声音尖锐程度达到最高点，调节电流旋钮和激光频率

设置激光打标机的打标参数，取消红光开始标刻，标刻完成关闭激光打标机，并取下印有商

标的壳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采用以下

方法：将电路板固定在贴片夹具上，再将贴片夹具放置于点胶机显微镜下，之后调节显微镜

并调整点胶机贴片参数，根据预先设计的高压电源模块正面和反面装配设计图，依次在电

路板焊盘处涂覆焊锡膏，然后用镊子将元器件放置在涂覆有焊锡膏的焊盘处，之后将电路

板从贴片台上取下放置于散热片上，之后打开加热平台，待加热平台温度达到210±5℃后

将电路板放置到加热平台上进行烧结，待电路板烧结完成后从加热平台取下放置到散热片

上冷却至常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采用以下

方法：将电路板放置于清洗机设备的清洗篮内，清洗篮放入气相清洗槽中，以清洗剂淹没整

个印制板为准，关闭清洗机设备盖板，清洗设定时候后，将电路板放入烘箱中进行烘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采用以下

方法：先用磨牙机将变压器的两片磁芯中心柱打磨掉一层，之后将一片磁芯横切面均匀涂

上胶水，插入线圈，两绕组分别从该磁芯缺口引出，再另一片磁芯插入线圈中，对齐两片磁

芯位置，然后将测试合格的磁芯放入烘箱用100±5℃高温烘烤100-140min，之后反复测量

电感量并调节使磁芯电感量达到270～280μH之间，最后取出调试完成的变压器用焊锡丝将

变压器手工焊接至电路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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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9采用以下

方法：将电路板正面朝上放置到壳体内，用五根导线通过壳体侧壁穿孔穿进壳体内，分别对

应电路板的+12V、GND、GND、OUT、REF引脚，并用焊锡丝将引脚和导线逐一手环焊接在一起。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0采用以下

方法：先将胶体从电路板的灌胶孔流淌进壳体，每次注入8-12ml的胶体，每次注完胶体后静

置一段时间，直至灌满整个壳体，待壳体内灌满胶后静置风干，最后将盖板安装在壳体开口

处，并用螺丝固接壳体和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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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激光器的驱动电源生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激光行业的迅速发展，激光器已广泛应用于军用、工业、交通和医学等领域。

在激光器的设计中，驱动电源是激光器的一个重要部件。由于激光器对工作条件有着严格

的要求，在不适当的工作或存放条件下，会造成性能急剧恶化，甚至失效。所以，稳定的驱动

电源对于正常工作的激光器尤为重要，因而，作为驱动电源里的稳压源，同样有着很高的要

求。在能够保证正常的工作情况下，为了更好的应用于实际，需要设计一种成本低、结构简

单且输出稳定的高压电源模块制作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实现一种简单、高效、可靠的高压电源模块批量化

生产方法。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5] 步骤1、完成高压电源模块壳体和盖板的加工；

[0006] 步骤2、完成高压电源模块电路板的加工；

[0007] 步骤3、壳体和盖板清洗；

[0008] 步骤4、电路板清洗；

[0009] 步骤5、壳体打印标识；

[0010] 步骤6、按照预先设计将元器件贴装在电路板上；

[0011] 步骤7、清洗粘有元器件的电路板；

[0012] 步骤8、将变压器焊接到电路板上；

[0013] 步骤9、将电路板安装到壳体内并完成电装；

[0014] 步骤10、壳体内灌胶，再将盖板安装到壳体上。

[0015] 所述步骤3采用以下方法：先使用棉球蘸取无水乙醇擦拭壳体和盖板，再将壳体和

盖板放入盛有无水乙醇的容器中浸泡5～10分钟，浸泡过程中避免壳体与盖板接触，最后将

壳体和盖板取出后使用惰性气体吹干。

[0016] 所述步骤采用以下方法：先将电路板入盛有无水乙醇的容器中浸泡5～10分钟，再

用刷子伸入到容器中刷洗电路板，刷洗完成后取出电路板，最后使用惰性气体吹干。

[0017] 所述步骤5采用以下方法：将壳体放置在激光打标机的载物台上，利用红光定位摆

正壳体摆放位置，通过摇动手柄调节工作台高度，使得激光标刻时声音尖锐程度达到最高

点，调节电流旋钮和激光频率设置激光打标机的打标参数，取消红光开始标刻，标刻完成关

闭激光打标机，并取下印有商标的壳体。

[0018] 所述步骤6采用以下方法：将电路板固定在贴片夹具上，再将贴片夹具放置于点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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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显微镜下，之后调节显微镜并调整点胶机贴片参数，根据预先设计的高压电源模块正面

和反面装配设计图，依次在电路板焊盘处涂覆焊锡膏，然后用镊子将元器件放置在涂覆有

焊锡膏的焊盘处，之后将电路板从贴片台上取下放置于散热片上，之后打开加热平台，待加

热平台温度达到210±5℃后将电路板放置到加热平台上进行烧结，待电路板烧结完成后从

加热平台取下放置到散热片上冷却至常温。

[0019] 所述步骤7采用以下方法：将电路板放置于清洗机设备的清洗篮内，清洗篮放入气

相清洗槽中，以清洗剂淹没整个印制板为准，关闭清洗机设备盖板，清洗设定时候后，将电

路板放入烘箱中进行烘烤。

[0020] 所述步骤8采用以下方法：先用磨牙机将变压器的两片磁芯中心柱打磨掉一层，之

后将一片磁芯横切面均匀涂上胶水，插入线圈，两绕组分别从该磁芯缺口引出，再另一片磁

芯插入线圈中，对齐两片磁芯位置，然后将测试合格的磁芯放入烘箱用100±5℃高温烘烤

100-140mi  n，之后反复测量电感量并调节使磁芯电感量达到270～280μH之间，最后取出调

试完成的变压器用焊锡丝将变压器手工焊接至电路板上。

[0021] 所述步骤9采用以下方法：将电路板正面朝上放置到壳体内，用五根导线通过壳体

侧壁穿孔穿进壳体内，分别对应电路板的+12V、GND、GND、OUT、REF引脚，并用焊锡丝将引脚

和导线逐一手环焊接在一起。

[0022] 所述步骤10采用以下方法：先将胶体从电路板的灌胶孔流淌进壳体，每次注入8-

12ml的胶体，每次注完胶体后静置一段时间，直至灌满整个壳体，待壳体内灌满胶后静置风

干，最后将盖板安装在壳体开口处，并用螺丝固接壳体和盖板。

[0023] 本发明高压电源模块批量化生产方法，简单可靠，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

同时，保证生产效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高压电源模块主要包括壳体、盖板、电路板三个部分，高压电源模块的制作方法，

包括下述步骤：

[0025] 步骤1：根据高压电源模块的壳体和盖板结构图，完成结构件加工。

[0026] 步骤2：根据电路板结构图，完成电路板(印制板)的加工。

[0027] 步骤3：壳体和盖板清洗

[0028] 1)戴上指套，捏住步骤1中加工完成的壳体或盖板，用镊子夹取棉球蘸取无水乙醇

擦拭壳体或盖板，擦拭完成后将其放入盛有无水乙醇的烧杯中，壳体与盖板中间留有空隙，

避免相互碰撞导致划伤，浸泡(5～10)分钟；

[0029] 2)用镊子将壳体和盖板逐个从烧杯中取出，用氮气吹干，放入洁净的培养皿中。

[0030] 步骤4：印制板清洗

[0031] 将步骤2中加工完成的印制板放入盛有无水乙醇的烧杯中，浸泡(5～10)分钟，用

美术笔进行刷洗，完成后用镊子将印制板逐个从烧杯中取出，用氮气吹干，放入洁净的培养

皿中。

[0032] 步骤5：标识打印

[0033] 1)将步骤3中清洗完成的壳体放置在激光打标机的载物台上，用红光定位端正摆

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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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2)设置打标参数，通过摇动手柄调节工作台高度，使得激光标刻时声音尖锐程度

达到最高点，调节电流旋钮至8.0A，调节激光频率至4.500KHz；

[0035] 3)取消红光开始标刻，标刻完成关闭激光打标机，并取下印有商标的壳体。

[0036] 步骤6：元器件的贴装

[0037] 1)打开点胶机，将电路板固定在贴片夹具上，将贴片夹具放置于点胶机显微镜下，

观察并同时调整显微镜仰角、焦距和放大倍数，使视野清晰便于操作；

[0038] 2)调整点胶机贴片参数，如点胶高度、点胶时间和胶头切换时间等，点胶高度设为

(150±20)mm，点胶时间设置为(10～30)ms，胶头切换时间一般设置为“SLOW”；

[0039] 3)根据预先设计的高压电源模块正面装配示意图，依次在印制板焊盘处涂覆焊锡

膏，然后用镊子将元器件放置在涂覆有焊锡膏的焊盘处，注意元器件的方向；

[0040] 4)根据预先设计的高压电源模块反面装配示意图，依次在印制板焊盘处涂覆焊锡

膏，然后用镊子将元器件放置在涂覆有焊锡膏的焊盘处，注意元器件的方向；

[0041] 5)将印制板用扁口镊子缓慢的从贴片台上取下放置于散热片上；

[0042] 6)打开加热平台，将加热平台温度设置为(210±5)℃，待温度达到后，将印制板放

置加热平台上进行烧结，烧结完成后取下印制板，放置于散热片上，冷却至常温，得到粘有

元器件的印制板。

[0043] 步骤7：粘有元器件的印制板清洗

[0044] 将粘有元器件的印制板平放置于清洗机设备的清洗篮内，清洗篮放入气相清洗槽

中，以清洗剂淹没整个印制板为准，关闭清洗机设备盖板，设置清洗时间15分钟。清洗完成

后，将粘有元器件的印制板放入烘箱中进行烘烤(温度设置为70±5℃，时间5分钟)。

[0045] 步骤8：变压器的调试和焊接

[0046] 1)对磁芯进行预处理来提高胶粘接的强度和降低磁芯磁导率，用磨牙机将磁芯中

心柱轻轻打磨一层。

[0047] 2)将磁芯横切面均匀涂上胶水，插入线圈，两绕组分别从磁芯缺口引出，将另一片

磁芯插入线圈中。

[0048] 3)对齐两片磁芯位置(即缺口位置对齐)，测试初级线组电感量，轻压磁芯使电感

量达到270～280μH之间。放入烘箱100℃高温烘2h。因胶水未完全固化，放入烘箱前电感量

会一直变化，需反复测量电感量并调节。

[0049] 4)取出调试完成的变压器，用183℃焊锡丝进行手工焊接，将其焊接到步骤7中清

洗完成的粘有元器件的印制板上，用酒精棉擦拭焊点，擦拭干净后转至下一工序。

[0050] 步骤9：电装

[0051] 1)将步骤8中完成的印制板安装到壳体内，注意将正面朝上；

[0052] 2)壳体上预设有穿孔(进线孔)，用五根线通过壳体侧壁穿孔穿进壳体内，分别对

应+12V、GND、GND、OUT、REF五个引脚，用183℃焊锡丝进行手工焊接，完成后用酒精棉擦拭焊

点，擦拭干净后转至下一工序。

[0053] 步骤10：灌胶

[0054] 1)将胶体慢慢挤出，让胶体从进胶孔流淌进壳体，控制好挤压力度和胶体流淌速

度，避免一次性注入过多胶体；

[0055] 2)每次注入约10ml的胶体，注意胶体要充分填满灌注部分，不能产生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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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3)每次注完10ml高后，静置1分钟进行下一次灌注，直至灌满整个壳体；整个壳体

灌满后，将其放在干燥通风处，自然风干30分钟。

[0057] 步骤11：安装盖板

[0058] 将盖板对应安装在步骤10中完成灌胶的壳体上，取出4个M2×8平头螺丝，装入壳

体和盖板对应的装配孔内，用十字螺丝刀拧紧螺丝。

[0059] 至此，一种高压电源模块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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