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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扇贝壳打孔机 ，包括底
电动机构、
钻头、
控制电动机构、
钻头
座、
支撑架、
升降的摇臂、扇贝壳承载座组成，
支撑架设置于
底座上，
电动机构设置于支撑架上且位于底座上
方，
钻头设置于电动机构和底座之间且与电动机
构相连，
电动机构安装有摇臂，
所述的扇贝壳承
载座设置于底座上且位于钻头正下方，
所述的底
座上还设有扇贝壳固定装置 ,所述的扇贝壳固定
装置由安装架、气缸及顶块组成。本发明的扇贝
壳打孔机操作方便，
可轻易的将扇贝壳打穿孔，
并能有效降低扇贝壳的破裂率，
打孔的过程可防
止贝壳碎屑飞溅，
避免伤到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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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扇贝壳打孔机，
包括底座、支撑架、
电动机构、
钻头、
控制电动机构及钻头升降的
摇臂、扇贝壳承载座组成，
其特征在于，
支撑架设置于底座上，
电动机构设置于支撑架上且
位于底座上方，
钻头设置于电动机构和底座之间且与电动机构相连，
电动机构安装有摇臂，
所述的扇贝壳承载座设置于底座上且位于钻头正下方；
所述的底座上还设有扇贝壳固定装置，
所述的扇贝壳固定装置由安装架、气缸及顶块
组成，
安装架设置于底座上，
气缸安装在安装架上，
气缸的气缸轴安装有连接杆，
连接杆的
一端与顶块连接，
顶块位于承载座正上方，
气缸可驱动顶块将扇贝壳固定在扇贝壳承载座
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扇贝壳打孔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扇贝壳承载座由橡胶材料
制作，
其中间下凹形成扇贝壳放置槽，
扇贝壳放置槽呈扇形状与扇贝壳形状相同，
槽底圆弧
下凹，
其中心设置有孔洞。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扇贝壳打孔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顶块为圆柱体状，
中心设
有一个贯穿顶块的通孔，
顶块设有两层，
上层为安装连接块，
底层采用聚乙烯泡沫材料制
作，
其底面向外圆弧突起。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扇贝壳打孔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钻头包括钻尖、钻身及钻
柄，
所述的钻尖为圆锥体状，
其分为两段，
上段设有螺牙，
下段设有一层粒度砂。
5 .根据权利要求2-4任一项所述的扇贝壳打孔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通孔、孔洞及钻
头的中心点在同一条竖直线上，
所述的通孔内径﹥孔洞内径﹥钻头的最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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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扇贝壳打孔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贝壳加工设备，
尤其涉及一种扇贝壳打孔机。
背景技术
[0002]
扇贝的贝壳呈扇形，
右壳较突出，
黄白色，
左壳稍平，
较右壳稍小，
呈紫褐色；
人们
较喜欢将扇贝壳钻孔用线连串起来做成装饰品，
专利号为CN 102873713 B的专利公布了一
种气动式贝壳打孔穿串机，
但由于扇贝壳形状较特殊，
该专利公布的现有技术不适合用于
扇贝壳打孔，
且其打孔时对贝壳的保护措施不力，
贝壳很容易碎裂，
目前，扇贝壳通常是采
用一般的打孔机打孔，
一般的打孔机专用性不强，
由于扇贝壳较薄且脆，
很容易碎裂，
打孔
时扇贝壳的碎屑到处飞溅，
不仅弄脏地板还容易伤到眼睛。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上述问题，
提供了一种扇贝壳打孔机。
[000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
一种扇贝壳打孔机，
包括底座、
支撑架、
电动机构、
钻头、
控制电动机构及钻头升降的摇
臂、扇贝壳承载座组成，
支撑架设置于底座上，
电动机构设置于支撑架上且位于底座上方，
钻头设置于电动机构和底座之间且与电动机构相连，
电动机构安装有摇臂，
所述的扇贝壳
承载座设置于底座上且位于钻头正下方；
所述的底座上还设有扇贝壳固定装置，
所述的扇贝壳固定装置由安装架、气缸及顶块
组成，
安装架设置于底座上，
气缸安装在安装架上，
气缸的气缸轴安装有连接杆，
连接杆的
一端与顶块连接，
顶块位于承载座正上方，
气缸可驱动顶块将扇贝壳固定在扇贝壳承载座
上。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
所述的扇贝壳承载座由橡胶材料制作，
其中间下凹形成扇贝
壳放置槽，扇贝壳放置槽呈扇形状与扇贝壳形状相同，
槽底圆弧下凹，
其中心设置有孔洞。
橡胶材料具有减震功能，
在打孔时可减轻扇贝壳受到的震动力，
降低扇贝壳的破裂率；
扇贝
壳放置槽与扇贝壳形状相同，
方便放置扇贝壳，
具有定位功能，
保证扇贝壳钻孔的精确度。
[0006]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
所述的顶块为圆柱体状，
中心设有一个贯穿顶块的通孔，
顶块
设有两层，
上层为安装连接块，
底层采用聚乙烯泡沫材料制作，
其底面向外圆弧突起。顶块
起到固定扇贝壳的作用，
防止其滑动，
同时可防止扇贝壳碎屑飞溅，
其制作材料硬度不高，
可减轻顶块对扇贝壳的压力。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
所述的钻头包括钻尖、钻身及钻柄，
所述的钻尖为圆锥体状，
其分为两段，
上段设有螺牙，
下段设有一层粒度砂。
由于扇贝较薄且脆，
极易碎裂，
该钻头的
结构相对于现有技术的钻头更能降低扇贝壳的破裂率，
现有技术的钻头对贝壳的破坏力较
强，
很容易促使贝壳破裂，
而本发明的钻头的钻尖形状及设置的螺牙结构不会立即在扇贝
壳上钻出一个大孔，
而是稳步推进，
一点点将孔钻大，扇贝壳受到的震动及破坏力相应减
小，
从而进一步降低扇贝壳的破裂率，
其设置的粒度砂具有打磨功能，
可对打出的孔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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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美观。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
所述的通孔、
孔洞及钻头的中心点在同一条竖直线上，
所述的
通孔内径﹥孔洞内径﹥钻头的最大直径。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的扇贝壳打孔机操作方便，
可轻易的将扇贝壳打穿
孔，
并能有效降低扇贝壳的破裂率，
打孔的过程可防止贝壳碎屑飞溅，
避免伤到眼睛。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扇贝壳打孔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的扇贝壳打孔机的顶块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的扇贝壳打孔机的钻头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现在结合附图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4] 如图1所示，
一种扇贝壳打孔机，
包括底座1、
支撑架2、
电动机构3、
钻头4、
控制电动
机构3及钻头4升降的摇臂5、扇贝壳承载座6组成，
支撑架2设置于底座1上，
电动机构3设置
于支撑架2上且位于底座1上方，
钻头4设置于电动机构3和底座1之间且与电动机构3相连，
电动机构3安装有摇臂5，
所述的扇贝壳承载座6设置于底座1上且位于钻头4正下方；
所述的底座1上还设有扇贝壳固定装置，
所述的扇贝壳固定装置由安装架7、
气缸8及顶
块9组成，
安装架7设置于底座1上，
气缸8安装在安装架 7上，
气缸8的气缸轴安装有连接杆
10，
连接杆10的一端与顶块9连接，
顶块9位于承载座6正上方，
气缸8可驱动顶块9将扇贝壳
固定在扇贝壳承载座6上。
[0015] 所述的扇贝壳承载座6由橡胶材料制作，
其中间下凹形成扇贝壳放置槽11，
扇贝壳
放置槽11呈扇形状与扇贝壳形状相同，
槽底圆弧下凹，
其中心设置有孔洞12。
[0016] 如图2所示，
所述的顶块9为圆柱体状，
中心设有一个贯穿顶块的通孔91，
顶块9设
有两层，
上层92为安装连接块，
底层93采用聚乙烯泡沫材料制作，
其底面向外圆弧突起。
[0017] 如图3所示，
所述的钻头4包括钻尖41、钻身42及钻柄43，
所述的钻尖41为圆锥体
状，
其分为两段，
上段设有螺牙401，
下段设有一层粒度砂402。
[0018] 所述的通孔91、
孔洞12及钻头4的中心点在同一条竖直线上，
通孔91内径﹥孔洞12
内径﹥钻头4的最大直径。
[0019] 使用本发明的打孔机对扇贝壳打孔时，
首先将扇贝壳放进扇贝壳放置槽内，启动
打孔机，
此时气缸自动控制顶块将扇贝壳固定，
钻头开始转动，
操作人员通过摇臂控制电动
机构及钻头下降，
钻头从顶块的通孔通过对扇贝壳进行打孔。
[002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
这些改进和变型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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