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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介质滤波器的激

光加工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激光刻蚀介质

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介质

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它包括工作台、控制器、

激光器、送料机构、用于固定介质滤波器的调试

夹具、旋转机构和调焦用Z轴机构，所述控制器分

别与激光器、送料机构、调试夹具和旋转机构、调

焦用Z轴机构电连接，所述送料机构、旋转机构和

调焦用Z轴机构均安装在工作台上，所述激光器

的激光输出端对准调试夹具上介质滤波器的加

工面，所述调试夹具安装于旋转机构的水平转轴

上。本实用新型可以提高介质滤波器的一致性，

大幅提高介质滤波器的调试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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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介质滤波器的激

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1)、控制器(2)、用于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各区域金

属层的激光器(4)、用于从取料盘取出介质滤波器放置到调试夹具上的送料机构(5)、用于

固定介质滤波器的调试夹具(6)、用于旋转调试夹具角度从而带动介质滤波器旋转使激光

器激光输出端对准介质滤波器加工面的旋转机构(7)和用于调节激光器的高度实现激光聚

焦的调焦用Z轴机构(8)，所述控制器(2)分别与激光器(4)、送料机构(5)、调试夹具(6)和旋

转机构(7)、调焦用Z轴机构(8)电连接，所述送料机构(5)、旋转机构(7)和调焦用Z轴机构

(8)均安装在工作台上，所述激光器(4)的激光输出端对准调试夹具(6)上介质滤波器的加

工面，所述调试夹具(6)安装于旋转机构(7)的水平转轴上；

所述调焦用Z轴机构(8)包括第二固定架(8.1)、竖向布置的导轨(8.4)、与导轨配合的

滑台(8.3)和驱动滑台沿所述导轨做竖向运动的第三电机(8.2)，所述第二固定架(8.1)安

装于工作台(1)上，所述导轨安装于第二固定架(8.1)上，所述激光器(4)安装于所述滑台

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

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机构(5)包括用于夹取介质滤波器的夹

爪机构(5.4)和能够带动介质滤波器沿多方向运动的三轴运动平台，所述三轴运动平台包

括X轴导轨(5.1)、Y轴导轨(5.2)和Z轴导轨(5.3)，所述X轴导轨(5.1)安装于工作台上，Y轴

导轨(5.2)安装于X轴导轨(5.1)上，Z轴导轨安装于Y轴导轨(5.2)上，所述夹爪机构(5.4)安

装于Z轴导轨(5.3)底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

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试夹具(6)包括气缸(6.1)、固定板(6.2)、

压紧块(6.3)和用于安放介质滤波器的安装块(6.4)，所述气缸(6.1)固定于固定板(6.2)底

部，所述固定板(6.2)安装于旋转机构(7)的转轴上，所述安装块(6.4)固定于固定板(6.2)

上，所述压紧块(6.3)通过连接杆安装于安装块(6.4)上方，气缸(6.1)通过连接杆驱动压紧

块(6.3)上下移动压紧安装块(6.4)上的介质滤波器，所述安装块(6.4)内设有用于测试介

质滤波器的测试通道，测试通道连通至安装块表面形成多个测试接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

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机构通过水平移动平台安装在工作台

上，水平移动平台包括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沿X轴运动的X轴移动导轨和用于驱动介质滤波

器沿Y轴运动的Y轴移动导轨，所述X轴移动导轨和Y轴移动导轨分别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X

轴移动导轨安装于工作台上，Y轴移动导轨安装于X轴移动导轨上，旋转机构安装于Y轴移动

导轨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

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吸取激光刻蚀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和

烟尘的抽吸风机(9)，抽吸风机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抽吸风机(9)的抽吸端对准调试夹具

(6)上介质滤波器的加工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

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网络分析仪(3)，所述网络分析仪(3)的检

测端连接调试夹具上的测试接口，网络分析仪(3)输出端连接控制器(2)输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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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通信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的具有高

度调节功能的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介质滤波器的大规模加工手段主要是依靠人工手持电磨头打磨介质滤波器

表面各区域(包括腔体表面和调试孔内壁)金属层进行调试。介质滤波器的人工调试有别于

常规金属腔介质滤波器调试，需要员工精神状态高度集中，稍有不慎容易将介质滤波器打

磨报废；调试效率及良品率依赖于调试员的经验，相同的技术指标下，不同调试员调试出的

介质滤波器状态会差异较大，且打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碎屑和粉尘，不易清理，存在碎屑和

烟尘污染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背景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简单、效率

高的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金属层的具有

高度调节功能的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包括工作台、控制器、用于刻蚀介质滤波器表

面各区域金属层的激光器、用于从取料盘取出介质滤波器放置到调试夹具上的送料机构、

用于固定介质滤波器的调试夹具、用于旋转调试夹具角度从而带动介质滤波器旋转使激光

器激光输出端对准介质滤波器加工面的旋转机构和用于调节激光器的高度实现激光聚焦

的调焦用Z轴机构，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激光器、送料机构、调试夹具和旋转机构、调焦用Z轴

机构电连接，所述送料机构、旋转机构和调焦用Z轴机构均安装在工作台上，所述激光器的

激光输出端对准调试夹具上介质滤波器的加工面，所述调试夹具安装于旋转机构的水平转

轴上。

[0005] 进一步地，所述送料机构包括用于夹取介质滤波器的夹爪机构和能够带动介质滤

波器沿多方向运动的三轴运动平台，所述三轴运动平台包括X轴导轨、Y轴导轨和Z轴导轨，

所述X轴导轨安装于工作台上，Y轴导轨安装于X轴导轨上，Z轴导轨安装于Y轴导轨上，所述

夹爪机构安装于Z轴导轨底部。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调试夹具包括气缸、固定板、压紧块和用于安放介质滤波器的安装

块，所述气缸固定于固定板底部，所述固定板安装于旋转机构的转轴上，所述安装块固定于

固定板上，所述压紧块通过连接杆安装于安装块上方，气缸通过连接杆驱动压紧块上下移

动压紧安装块上的介质滤波器，所述安装块内设有用于测试介质滤波器的测试通道，测试

通道连通至安装块表面形成多个测试接口。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机构包括第一固定架、驱动电机和减速机，所述第一固定架安

装于工作台上，所述驱动电机和减速机安装于第一固定架上，驱动电机与控制器电连接，驱

动电机的旋转轴与减速机内的蜗杆连接，减速机的输出轴作为所述转轴平行于工作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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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夹具固定于减速机的输出轴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机构包括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绕X转轴旋转的X轴旋转机构和

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绕Y转轴旋转的Y轴旋转机构，X轴旋转机构和Y轴旋转机构分别与控制

器电连接，所述X转轴和Y转轴相互垂直，X转轴和Y转轴平行于水平面，所述Y轴旋转机构安

装于工作台上，X轴旋转机构安装于Y轴旋转机构上，调试夹具安装于X轴旋转机构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Y轴旋转机构包括第二电机、第二涡轮、第二蜗杆和第二安装平台，

第二电机安装于工作台上与控制器电连接，第二电机旋转驱动端与第二蜗杆连接，第二蜗

杆与第二涡轮配合，第二安装平台固定于第二涡轮上；所述X轴旋转机构包括第一电机、第

一涡轮、第一蜗杆和第一安装平台，第一电机安装于第二安装平台上与控制器电连接，第一

电机旋转驱动端与第一蜗杆连接，第一蜗杆与第一涡轮配合，调试夹具安装于第一安装平

台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旋转机构通过水平移动平台安装在工作台上，水平移动平台包括

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沿X轴运动的X轴移动导轨和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沿Y轴运动的Y轴移

动导轨，所述X轴移动导轨和Y轴移动导轨分别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X轴移动导轨安装于工

作台上，Y轴移动导轨安装于X轴移动导轨上，旋转机构安装于Y轴移动导轨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调焦用Z轴机构包括第二固定架、竖向布置的导轨、与导轨配合的

滑台和驱动滑台沿所述导轨做竖向运动的第三电机，所述第二固定架安装于工作台上，所

述导轨安装于第二固定架上，所述激光器安装于所述滑台上。

[0012] 进一步地，还包括用于吸取激光刻蚀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和烟尘的抽吸风机，抽吸

风机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抽吸风机的抽吸端连接对准调试夹具上介质滤波器的加工面。

[0013] 更进一步地，还包括网络分析仪，所述网络分析仪的检测端连接调试夹具上的电

缆端口，网络分析仪输出端连接控制器输入端。

[0014] 本实用新型利用激光刻蚀的方式替代人工手持电磨头打磨介质滤波器表面各区

域金属层，激光刻蚀具有无接触性、柔性化程度高、刻蚀速度快、无噪声、热影响区小、可聚

焦到激光波长级的极小光斑等优越特性，能够有效提高刻蚀尺寸精度、刻蚀质量；并可以将

人工从重复、枯燥的以及可能存在碎屑和烟尘污染风险的调试工作中解放出来，使待加工

介质滤波器的一致性更好，大幅提高介质滤波器的调试效率、调试合格率及交付能力，降低

生产成本，对于稳定及提高产能意义重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调试夹具和旋转机构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调焦用Z轴机构的示意图。

[0018] 图中：1-工作台；2-控制器；3-网络分析仪；4-激光器；5-送料机构；5.1-X轴导轨；

5.2-Y轴导轨；5.3-Z轴导轨；5.4-夹爪机构；5.5-  旋转气缸；5.6-安装板；5.7-升降气缸；

5.8-开合气缸；5.9-夹头；6-调试夹具；6.1-气缸；6.2-固定板；6.3-压紧块；6.4-安装块；

6.5-抽吸端口；6.6-连接杆；6.7-接口；6.8-传感器；7-旋转机构；7.1-第一固定架；  7.2-驱

动电机；7.3-减速机；8-调焦用Z轴机构；8.1-第二固定架；8.2-  第三电机；8.3-滑台；8.4-

导轨；9-抽吸风机；10-料盘；11-介质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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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在此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这些实施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实用新型，但并不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定。

[0020] 如图1-3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基于激光刻蚀介质滤波器表面各区域金属层

的具有高度调节功能的介质滤波器的激光加工装置，包括工作台1、控制器2、网络分析仪3

和激光器4，控制器2采用的是施耐德M241型号的PLC，网络分析仪采用的型号为安捷伦 

E5071C，网络分析仪3用于测量介质滤波器的电气性能参数，激光器为常规的能够输出激光

进行刻蚀的设备，如可以采用的型号为  OOI-20F，所述控制器2控制各设备的运行，自动化

程度高，协调性好。所述工作台1上设有送料机构5、调试夹具6和旋转机构7，所述控制器2分

别与激光器4、送料机构5、调试夹具6和旋转机构7电连接，所述激光器4的激光输出端对准

调试夹具6上安放介质滤波器的区域，工作时对准介质滤波器的加工面，所述送料机构5用

于从取料盘10中取出介质滤波器11放置到调试夹具6上，所述调试夹具6用于固定介质滤波

器11，所述调试夹具6安装于旋转机构7的水平转轴上，所述旋转机构7用于驱动调试夹具6

绕转轴旋转一定角度从而带动介质滤波器11旋转使激光器激光输出端对准介质滤波器加

工面，所述控制器2控制激光器4对介质滤波器表面各区域金属层进行刻蚀。

[0021] 本实用新型的激光器具有一定的视觉范围，介质滤波器尺寸较小时，在介质滤波

器位置不动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介质滤波器表面各区域金属层的刻蚀加工。

[0022] 本实用新型的激光器采用定焦方式，在工作台1上设置用于调节激光器的高度实

现激光聚焦的调焦用Z轴机构8，此时控制器2与调焦用Z轴机构8电连接，所述激光器4安装

于调焦用Z轴机构上。具体调焦用Z轴机构8包括第二固定架8.1、竖向布置的导轨8.4、与导

轨配合的滑台8.3和驱动滑台沿所述导轨做竖向运动的第三电机8.2，所述第二固定架8.1

安装于工作台1上，所述导轨8.4安装于第二固定架8.1上，所述激光器4安装于所述滑台8.3

上。采用单独设计一个调焦Z轴，用于高度自动调整，实现变焦，这种方式相对于业内较为推

崇的3D动态聚焦方式，大幅较低了装置激光模块的成本，又满足了实际使用需求。

[0023] 根据上述装置实现具体加工的过程为：通过控制器2控制送料机构5完成从放料盘

里待加工介质滤波器的取料，然后将待加工介质滤波器送到调试夹具6内，再由调试夹具6

完成介质滤波器的自动装夹，控制器2控制激光器4、旋转机构7和调焦用Z轴机构8协同完成

介质滤波器对应区域的上表面金属层的刻蚀，刻蚀过程中控制器控制抽吸风机负责吸取激

光刻蚀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碎屑和烟尘，刻蚀完成后，通过送料机构5取下合格的介质滤波

器，再送入另一待加工介质滤波器。

[0024] 上述方案中，送料机构5包括用于夹取介质滤波器的夹爪机构5.4  和常规的三轴

运动平台，三轴运动平台采用的型号为XYTH442，三轴运动平台包括水平的X轴导轨5.1、Y轴

导轨5.2和竖直的Z轴导轨5.3，所述X轴导轨5.1通过固定架安装于工作台上，Y轴导轨5.2 

通过固定架安装于X轴导轨5.1上，Z轴导轨5.3通过固定架安装于Y  轴导轨5.2上，所述夹爪

机构5.4安装于Z轴导轨5.3底部，三个固定架均为由板状结构连接形成支撑结构。夹爪机构

包括开合气缸5.8(及常规的气动夹爪)和两个夹头5.9，两个夹头5.9平行布置，夹头5.9  包

括水平具有一定长度的直线段和固定于直线段端部的夹持段，夹持段竖直布置或倾斜向下

布置(即夹持段与直线段之间夹角为直角或钝角)，通过调整两个夹头间距夹持或松开介质

滤波器。必要时可以在三轴运动机构上安装一个或多个夹爪机构，以提高效率，图1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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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两个夹爪机构，两个夹爪机构在Z轴导轨5.3底部能够旋转同时能够分别升降。两个夹

爪机构安装方式为：Z轴导轨5.3底部设有旋转气缸5.5，旋转气缸5.5底部的旋转端固定安

装板5.6，安装板5.6两端分别固定升降气缸5.7，升降气缸5.7的伸缩杆端部安装开合气缸

5.8，开合气缸5.8的两个夹爪上安装两个夹头5.9。通过三轴运动平台与夹爪机构配合实现

从料盘10取料放入调试夹具内，调试完成后再通过三轴运动机构将料取出放回料盘，通过

机械手自动上下料，效率高。送料机构也可以是常规的具有夹头的机械臂。

[0025] 上述方案中，调试夹具6包括气缸6.1、固定板6.2、压紧块6.3  和用于安放介质滤

波器的安装块6.4，所述气缸6.1固定于固定板6.2  底部，所述固定板6.2安装于旋转机构7

的转轴上，所述安装块6.4 固定于固定板6.2上，所述压紧块6.3通过连接杆6.6安装于安装

块6.4  上方，连接杆穿过固定板，气缸6.1的伸缩杆通过连接板与连接杆6.6  连接，气缸通

过连接杆驱动压紧块6.3上下移动压紧安装块6.4上的介质滤波器11。工作时，通过气缸6.1

控制压紧块6.3上升到一定高度，使压紧块6.3和安装块6.4之间空间足够大便于夹头伸入

放置滤波器，介质滤波器11通过送料机构的夹头放入到安装块6.4上后，控制气缸  6.1动作

带动压紧块6.3下降压紧介质滤波器，安装块上设有用于检测介质滤波器是否到位的传感

器6.8。

[0026] 上述方案中，根据介质滤波器上调试孔的结构不同，可设置不同类型的旋转机构，

如对圆柱形调试孔，旋转机构可以只包含一个旋转轴，即介质滤波器只能绕单方向旋转；对

U型槽类或矩形类的调试孔，旋转机构需要包含两个相互垂直旋转轴，使介质滤波器能绕两

个方向旋转，对调试孔不同方向的侧壁进行刻蚀加工。

[0027] 旋转机构7只有一个旋转轴时，结构如图2所示，包括第一固定架7.1、驱动电机7.2

和减速机7.3，所述第一固定架7.1安装于工作台1上，第一固定架7.1为板状结构，驱动电机

7.2和减速机7.3安装于第一固定架7.1上，所述驱动电机7.2的旋转轴与减速机7.3内的蜗

杆连接，减速机的输出轴作为所述转轴平行于工作台面，减速机的输出轴穿过第一固定架

7.1与调试夹具6上的固定板固定连接。介质滤波器11定位到调试夹具6上后，根据需要控制

驱动电机7.2工作，使调试夹具6绕转轴旋转一定角度，从而带动介质滤波器11的旋转，实现

介质滤波器上沉孔侧壁的加工。

[0028] 旋转机构包含两个旋转轴时，旋转机构具体结构包括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绕X转

轴旋转的X轴旋转机构和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绕Y  转轴旋转的Y轴旋转机构(图中未显示出

具体结构)，所述X转轴和  Y转轴相互垂直，X转轴和Y转轴平行于水平面，所述Y轴旋转机构

安装于工作台上，X轴旋转机构安装于Y轴旋转机构上，调试夹具安装于X轴旋转机构上。所

述Y轴旋转机构包括第二电机、第二涡轮、第二蜗杆和第二安装平台，第二电机、第二涡轮、

第二蜗杆安装于工作台上，第二电机与控制器电连接，第二电机的旋转轴通过联轴器与第

二蜗杆连接，第二蜗杆与第二涡轮配合，第二安装平台固定于第二涡轮上，第二涡轮的中轴

线作为所述Y转轴；所述X轴旋转机构包括第一电机、第一涡轮、第一蜗杆和第一安装平台，

第一电机、第一涡轮、第一蜗杆安装于第二安装平台上，第一电机与控制器电连接，第一电

机的旋转轴通过联轴器与第一蜗杆连接，第一蜗杆与第一涡轮配合，第一安装平台固定于

第一涡轮上，调试夹具安装于第一安装平台上，第一涡轮的中轴线作为所述X转轴，第一安

装平台和第二安装平台为板状结构。工作时根据需要通过控制器分别控制第一电机和第二

电机工作，使调试夹具及其上的介质滤波器能够分别绕X转轴和Y转轴旋转，从而使介质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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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器的加工面对准激光器输出端，方便加工。

[0029] 上述方案中，根据介质滤波器产品结构尺寸的不同，旋转机构可以直接固定于工

作台上，如图1所示，此时介质滤波器尺寸较小，依靠激光器的视觉范围，在介质滤波器位置

不动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介质滤波器表面各区域金属层的刻蚀加工；当介质滤波器尺寸较

大，依靠激光器的视觉范围无法完成整个介质滤波器的加工，此时可以设计旋转机构通过

水平移动平台安装在工作台上(图中未显示水平移动平台具体结构)，这样调试夹具6及介

质滤波器具有较大范围的水平运动，从而与激光器配合能够实现更大尺寸介质滤波器的加

工。水平移动平台包括用于驱动介质滤波器沿X轴运动的X轴移动导轨和用于驱动介质滤波

器沿Y轴运动的X轴移动导轨，X轴移动导轨和Y轴移动导轨分别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X轴移

动导轨安装于工作台上，Y  轴移动导轨安装于X轴移动导轨上，旋转机构(即上述的第一固

定架  7.1或第二电机)安装于Y轴移动导轨上。通过X轴移动导轨和Y轴移动导轨带动介质滤

波器水平移动到激光器的视觉范围内，实现对整个介质滤波器的加工。X轴移动导轨和Y轴

移动导轨可以为常规的线性模组，或其他形式的直线导轨。

[0030] 上述送料机构5、调试夹具6、旋转机构7、调焦用Z轴机构8和水平移动平台中采用

的气缸、导轨、电机、直线模组、涡轮、蜗杆等结构均为现有常规的结构。

[0031] 上述方案中，还包括抽吸风机9，抽吸风机9与控制器4电连接，所述抽吸风机9的抽

吸端对准调试夹具上介质滤波器的加工面，具体地，调试夹具上的压紧块内设有抽吸端口

6.5，抽吸端口上设置多个对准加工面的抽吸孔，抽吸端口在压紧块6.3的侧面形成接口

6.7，抽吸风机9与接口6.7相连(图中未显示连接状态)，抽吸风机9采用的是  SRA-200XP型

号的烟尘净化机。通过抽吸风机吸取激光刻蚀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和烟尘，不仅能够加快清

洁介质滤波器表面，避免污染环境；同时也能防止激光刻蚀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吸附在介质

滤波器表面，而影响介质滤波器的性能。

[0032] 上述方案中，调试夹具6的安装块6.4内还设有用于测试介质滤波器的测试通道，

测试通道连通至安装块的表面形成多个测试接口，多个测试接口包括安装块6.4左右两端

的电缆通道接口(图中未显示)  和安装块6.4上表面的电缆通道接口，介质滤波器的凸触点

与安装块上表面的电缆通道接口接触配合，网络分析仪的两个测试端口分别与安装块6.4

上左右两端的电缆通道接口相连，形成测试通路。网络分析仪输出端通过总线、LAN口或其

他的方式连接控制器输入端，进行数据传输。

[0033] 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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