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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打孔装置，尤其涉及一种蚝

壳自动打孔装置。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提

供一种能间歇的将单个生蚝壳进行打孔，还能将

打孔后的生蚝壳从打孔装置中拨出的蚝壳自动

打孔装置。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包括有底座、

顶架、气缸、第一伸缩杆、连接杆、锥子等，底座上

固接有顶架，所述顶架顶壁上固接有气缸，所述

气缸的第一伸缩杆上套设有连接杆，所述第一伸

缩杆端部固接有锥子。本发明通过气缸带动锥子

来对生蚝壳进行打孔，无需人工手持即可完成对

生蚝壳的打孔，省时省力，而且，在对生蚝壳打孔

后，还能自动将其推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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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包括有底座（1）、顶架（2）、气缸（3）、第一伸缩杆（4）、连接杆

（5）和锥子（6），底座（1）上固接有顶架（2），所述顶架（2）顶壁上固接有气缸（3），所述气缸

（3）的第一伸缩杆（4）上套设有连接杆（5），所述第一伸缩杆（4）端部固接有锥子（6），其特征

是，还包括有间歇旋转复位机构（7）和推动机构（8），所述连接杆（5）端部固接有间歇旋转复

位机构（7），所述底座（1）上固接有推动机构（8），所述间歇旋转复位机构（7）与推动机构（8）

接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其特征是，间歇旋转复位机构（7）包括

有上滑套（701）、第二伸缩杆（702）、固定座（703）、钩块（704）、短轴（705）、扭力弹簧（706）、

转盘（707）、方形挡框（708）、短台（709）、直角挡片（710）、抽动杆（711）、复位弹簧（712）、横

轨套（713）和弯杆（714），所述顶架（2）一侧固接有上滑套（701），所述上滑套（701）上滑动穿

设有第二伸缩杆（702），所述第二伸缩杆（702）一端固接于连接杆（5），另一端固接有固定座

（703），所述固定座（703）内转动连接有短轴（705），所述短轴（705）贯穿固定座（703），所述

短轴（705）上转动连接有钩块（704），所述短轴（705）上还套设有扭力弹簧（706），所述底座

（1）一侧转动连接有转盘（707），所述转盘（707）一侧固接有方形挡框（708），所述底座（1）一

侧固接有短台（709），所述短台（709）上固接有两个直角挡片（710），所述两个直角挡片

（710）具有弹力，所述方形挡框（708）位于两个直角挡片（710）之间，所述两个直角挡片

（710）与方形挡框（708）接触，靠近所述转盘（707）一侧底座（1）上固接有横轨套（713），所述

横轨套（713）上活动连接有抽动杆（711），所述抽动杆（711）端部固接有弯杆（714），所述抽

动杆（711）上套设有复位弹簧（712），所述复位弹簧（712）一端固接于横轨套（713），另一端

固接于抽动杆（71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其特征是，推动机构（8）包括有一号轨

套（801）、二号轨套（802）、直角杆（803）、摆动杆（804）、棱锤（805）、固定轴（806）、U型杆

（807）和橡胶带（808），所述底座（1）上的凹槽部位固接有一号轨套（801），靠近所述一号轨

套（801）一侧底座（1）上固接有二号轨套（802），所述弯杆（714）滑动穿设于一号轨套（801）

和二号轨套（802）内，所述弯杆（714）端部固接有直角杆（803），所述底座（1）上固接有U型杆

（807），所述U型杆（807）上转动连接有摆动杆（804），所述摆动杆（804）端部固接有棱锤

（805），所述棱锤（805）上设置有固定轴（806），所述固定轴（806）贯穿棱锤（805），所述直角

杆（803）上绕设有橡胶带（808），所述橡胶带（808）端部固接于摆动杆（804）。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有滑道（9）、转动杆

（10）、转板（11）、齿轮（12）、连接架（13）和短齿条（14），所述底座（1）上固接有滑道（9），所述

滑道（9）上转动连接有转动杆（10），所述转动杆（10）贯穿滑道（9），所述转动杆（10）上固接

有转板（11），所述转动杆（10）一端设有齿轮（12），所述第一伸缩杆（4）一侧固接有连接架

（13），所述连接架（13）端部固接有短齿条（14）与齿轮（12）啮合。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其特征是，还包括有橫柱（15）、活动滑

套（16）、长齿条（17）、固定柱（18）和托架（19），靠近所述齿轮（12）一侧底座（1）上固接有橫

柱（15），所述橫柱（15）端部固接有活动滑套（16），所述活动滑套（16）内滑动设置有长齿条

（17），所述长齿条（17）与齿轮（12）啮合，所述长齿条（17）上固接有固定柱（18），所述固定柱

（18）端部固接有托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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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打孔装置，尤其涉及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生蚝，又称牡蛎，俗称海蛎子、蚝等，隶属软体动物门，双壳纲，珍珠贝目，是世界上

第一大养殖贝类，是人类可利用的重要海洋生物资源之一，为全球性分布种类。生蚝不仅肉

鲜味美、营养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

品。生蚝的含锌量居人类食物之首。古今中外均认为生蚝有治虚弱、解丹毒、降血压、滋阴壮

阳的功能，人工养殖的生蚝，工人一般都会提前制作好蚝挂，蚝挂指的是工人使用工具将多

个蚝壳进行打孔，工人使用工具将蚝壳上打完孔后，即可将绳子穿过蚝壳上打好的孔，就完

成了蚝挂的制作，但是人工将生蚝壳打孔时，需要间歇的将不同的蚝壳放入打孔部件内，该

过程较为繁锁，同时工人还需要频繁的上下摆动打孔部件的压杆，这需要耗费工人较大力

气，而且工人还需要间歇的将打完孔的蚝壳从打孔部件内取出，这会导致效率较低。

[0003] 因此，亟需发明一种能间歇的将单个生蚝壳进行打孔，还能将打孔后的生蚝壳从

打孔装置中拨出的蚝壳自动打孔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人工将生蚝壳打孔时，需要间歇的将不同的蚝壳放入打孔部件内，该过

程较为繁锁，同时工人还需要频繁的上下摆动打孔部件的压杆，这需要耗费工人较大力气，

而且工人还需要间歇的将打完孔的蚝壳从打孔部件内取出，这会导致效率较低的缺点，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能间歇的将单个生蚝壳进行打孔，还能将打孔后的生蚝壳从打

孔装置中拨出的蚝壳自动打孔装置。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包括有底座、顶架、气缸、第一伸缩

杆、连接杆和锥子，底座上固接有顶架，所述顶架顶壁上固接有气缸，所述气缸的第一伸缩

杆上套设有连接杆，所述第一伸缩杆端部固接有锥子，还包括有间歇旋转复位机构和推动

机构，所述连接杆端部固接有间歇旋转复位机构，所述底座上固接有推动机构，所述间歇旋

转复位机构与推动机构接触。

[0006] 进一步的是，间歇旋转复位机构包括有上滑套、第二伸缩杆、固定座、钩块、短轴、

扭力弹簧、转盘、方形挡框、短台、直角挡片、抽动杆、复位弹簧、横轨套和弯杆，所述顶架一

侧固接有上滑套，所述上滑套上滑动穿设有第二伸缩杆，所述第二伸缩杆一端固接于连接

杆，另一端固接有固定座，所述固定座内转动连接有短轴，所述短轴贯穿固定座，所述短轴

上转动连接有钩块，所述短轴上还套设有扭力弹簧，所述底座一侧转动连接有转盘，所述转

盘一侧固接有方形挡框，所述底座一侧固接有短台，所述短台上固接有两个直角挡片，所述

两个直角挡片具有弹力，所述方形挡框位于两个直角挡片之间，所述两个直角挡片与方形

挡框接触，靠近所述转盘一侧底座上固接有横轨套，所述横轨套上活动连接有抽动杆，所述

抽动杆端部固接有弯杆，所述抽动杆上套设有复位弹簧，所述复位弹簧一端固接于横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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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端固接于抽动杆。

[0007] 进一步的是，推动机构包括有一号轨套、二号轨套、直角杆、摆动杆、棱锤、固定轴、

U型杆和橡胶带，所述底座上的凹槽部位固接有一号轨套，靠近所述一号轨套一侧底座上固

接有二号轨套，所述弯杆滑动穿设于一号轨套和二号轨套内，所述弯杆端部固接有直角杆，

所述底座上固接有U型杆，所述U型杆上转动连接有摆动杆，所述摆动杆端部固接有棱锤，所

述棱锤上设置有固定轴，所述固定轴贯穿棱锤，所述直角杆上绕设有橡胶带，所述橡胶带端

部固接于摆动杆。

[0008] 进一步的是，还包括有滑道、转动杆、转板、齿轮、连接架和短齿条，所述底座上固

接有滑道，所述滑道上转动连接有转动杆，所述转动杆贯穿滑道，所述转动杆上固接有转

板，所述转动杆一端设有齿轮，所述第一伸缩杆一侧固接有连接架，所述连接架端部固接有

短齿条与齿轮啮合。

[0009] 进一步的是，还包括有橫柱、活动滑套、长齿条、固定柱和托架，靠近所述齿轮一侧

底座上固接有橫柱，所述橫柱端部固接有活动滑套，所述活动滑套内滑动设置有长齿条，所

述长齿条与齿轮啮合，所述长齿条上固接有固定柱，所述固定柱端部固接有托架。

[0010] 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通过气缸带动锥子来对生蚝壳进行打孔，无需人工手持即可

完成对生蚝壳的打孔，省时省力，而且，在对生蚝壳打孔后，还能自动将其推出装置，这解放

了劳动力，通过机器代替人工也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种部分放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部分放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的第三种部分放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5为本发明的第四种部分放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6为本发明的第五种部分放大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以上附图中：1.底座，2.顶架，3.气缸，4.第一伸缩杆，5.连接杆，6.锥子，7.间歇旋

转复位机构，701.上滑套，702.第二伸缩杆，703.固定座，704.钩块，705.短轴，706.扭力弹

簧，707.转盘，708.方形挡框，709.短台，710.直角挡片，711.抽动杆，712.复位弹簧，713.横

轨套，714.弯杆，8.推动机构，801.一号轨套，802.二号轨套，803.直角杆，804.摆动杆，805.

棱锤，806.固定轴，807.U型杆，808.橡胶带，9.滑道，10.转动杆，11.转板，12.齿轮，13.连接

架，14.短齿条，15.橫柱，16.活动滑套，17.长齿条，18.固定柱，19.托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19] 实施例1

一种蚝壳自动打孔装置，参照1-4所示，包括有底座1、顶架2、气缸3、第一伸缩杆4、连接

杆5和锥子6，底座1右部上侧固接有顶架2，顶架2上部下侧固接有气缸3，气缸3的第一伸缩

杆4上套设有连接杆5，第一伸缩杆4下端固接有锥子6，还包括有间歇旋转复位机构7和推动

机构8，连接杆5右端固接有间歇旋转复位机构7，底座1中部上侧固接有推动机构8，间歇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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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复位机构7与推动机构8接触。

[0020] 间歇旋转复位机构7包括有上滑套701、第二伸缩杆702、固定座703、钩块704、短轴

705、扭力弹簧706、转盘707、方形挡框708、短台709、直角挡片710、抽动杆711、复位弹簧

712、横轨套713和弯杆714，顶架2左侧中部固接有上滑套701，上滑套701上滑动穿设有第二

伸缩杆702，第二伸缩杆702上端固接于连接杆5，第二伸缩杆702下端固接有固定座703，固

定座703内转动连接有短轴705，短轴705贯穿固定座703，短轴705上转动连接有钩块704，短

轴705上还套设有两个扭力弹簧706，两个扭力弹簧706分别位于钩块704两侧，扭力弹簧706

两端分别与钩块704和固定座703连接，底座1右侧转动连接有转盘707，转盘707右侧固接有

方形挡框708，底座1右侧固接有短台709，短台709位于转盘707下方，短台709上侧固接有两

个直角挡片710，两个直角挡片710具有弹力，方形挡框708位于两个直角挡片710之间，两个

直角挡片710与方形挡框708侧壁接触，底座1上固接有横轨套713，横轨套713上活动连接有

抽动杆711，抽动杆711可以与转盘707接触，抽动杆711前端固接有弯杆714，抽动杆711上套

设有复位弹簧712，复位弹簧712前端固接于横轨套713，复位弹簧712后端固接于抽动杆

711。

[0021] 推动机构8包括有一号轨套801、二号轨套802、直角杆803、摆动杆804、棱锤805、固

定轴806、U型杆807和橡胶带808，底座1中部上侧的凹槽部位固接有一号轨套801，底座1中

部上侧的凹槽部位还固接有二号轨套802，二号轨套802位于一号轨套801后方，弯杆714滑

动穿设于一号轨套801和二号轨套802内，弯杆714后端固接有直角杆803，底座1中部上侧固

接有U型杆807，U型杆807位于二号轨套802后侧，U型杆807中部转动连接有摆动杆804，摆动

杆804下端固接有棱锤805，棱锤805上设置有固定轴806，固定轴806贯穿棱锤805，直角杆

803上部绕设有橡胶带808，橡胶带808上端固接于摆动杆804。

[0022] 当需要生蚝壳打孔时，先将生蚝置于底座1上的缺口位置，启动气缸3，气缸3通过

第一伸缩杆4带动锥子6和连接杆5向下移动，将生蚝壳打孔，然后气缸3通过第一伸缩杆4带

动锥子6和连接杆5向上移动，第一伸缩杆4带动间歇旋转复位机构7运行，间歇旋转复位机

构7将推动机构8向前推动，推动机构8将生蚝壳推出底座1，从而实现在自动打孔后，自动将

生蚝壳推出装置的功能。

[0023] 连接杆5向下运动时，通过第二伸缩杆702带动固定座703向下运动，固定座703通

过短轴705带动钩块704向下运动，然后钩块704勾住转盘707上的凸出部位，当连接杆5向上

运动时，通过钩块704带动转盘707逆时针转动，转盘707带动方形挡框708转动，方形挡框

708使两个直角挡片710张开，使得钩块704每次带动转盘707转动四分之一圈，转盘707上的

凸出部位转动时推动抽动杆711向前运动，抽动杆711带动弯杆714向前运动，此时复位弹簧

712被压缩，当转盘707上的凸出部位不再推动抽动杆711时，复位弹簧712带动抽动杆711复

位。

[0024] 当弯杆714向前移动时，通过直角杆803向前拉动橡胶带808，橡胶带808拉动摆动

杆804上部向前移动，摆动杆804下部随之向后移动，摆动杆804带动棱锤805将生蚝壳推出

装置，当弯杆714向后移动时，橡胶带808不再拉动摆动杆804，棱锤805随之复位。

[0025] 实施例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参照5所示，还包括有滑道9、转动杆10、转板11、齿轮12、连接架13

和短齿条14，底座1左部上侧固接有滑道9，滑道9右部转动连接有转动杆10，转动杆10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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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道9，转动杆10上固接有转板11，转动杆10后端通过单向离合器连接有齿轮12，第一伸缩

杆4后侧固接有连接架13，连接架13左端固接有短齿条14，短齿条14与齿轮12啮合。

[0026] 当气缸3带动第一伸缩杆4向上移动时，第一伸缩杆4通过连接架13带动短齿条14

向上移动，短齿条14带动齿轮12转动，齿轮12通过转动杆10带动转板11转动，将滑道9上的

生蚝壳运送至底座1上的缺口位置，转板11每转动一次，向下运送一个生蚝壳，在第一伸缩

杆4带动短齿条14向下移动时，齿轮12不会带动转动杆10转动。

[0027] 参照6所示，还包括有橫柱15、活动滑套16、长齿条17、固定柱18和托架19，底座1左

部右侧固接有橫柱15，橫柱15右端固接有活动滑套16，活动滑套16内滑动设置有长齿条17，

长齿条17与齿轮12啮合，长齿条17下部固接有固定柱18，固定柱18右端固接有托架19，托架

19位于底座1缺口位置的正下方。

[0028] 当气缸3带动第一伸缩杆4向下移动时，带动齿轮12反向转动，齿轮12反向转动带

动长齿条17向上移动，长齿条17通过固定柱18带动托架19向上移动，然后抵住生蚝壳，从而

实现将生蚝壳固定的功能。

[0029] 应当理解，以上的描述仅仅用于示例性目的，并不意味着限制本发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将会理解，本发明的变型形式将包含在本文的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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