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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

除尘设备，其结构包括气管、散热窗、处理机构、

支架、排尘口，所述气管嵌固安装在散热窗下端，

所述散热窗固定在处理机构左端中部表面，在处

理机构内部顶端安装有散热装置，安装在感温管

左右两端的滑动轴在滑槽随着温度上升而升高，

使得推杆向上滑动，遮窗板随着推杆的运动向外

打开，通过滑杆与推槽连接滑动的开合板向上转

动关闭，在置放板左右两端上侧设有吸尘口，除

灰装置中弹簧带动集灰板产生震动时，推刮杆上

端安装的刮尘刷对壳体内壁进行刮扫，使得灰尘

更有效的被刮落到集灰板上，灰尘通过集灰板上

的小孔更有效的进入落尘槽中，防止灰尘沾黏在

集灰板上无法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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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备，其结构包括气管(1)、散热窗(2)、处理机构

(3)、支架(4)、排尘口(5)，所述气管(1)嵌固安装在散热窗(2)下端，所述散热窗(2)固定在

处理机构(3)左端中部表面，所述处理机构(3)贯穿在支架(4)中端，所述处理机构(3)下端

设有排尘口(5)，所述支架(4)内部设有排尘口(5)，其特征在于：

所述处理机构(3)包括外壳(31)、散热装置(32)、吹气口(33)、除尘装置(34)、落尘槽

(35)，所述外壳(31)顶端内壁安装有散热装置(32)，所述散热装置(32)下端设有吹气口

(33)，所述吹气口(33)左端与气管(1)右端相连接，所述吹气口(33)下端安装有除尘装置

(34)，所述落尘槽(35)上端安装在除尘装置(34)下端，所述落尘槽(35)安装在排尘口(5)内

部；

所述散热装置(32)包括遮窗板(321)、扭转轴(322)、顶板(323)、感温管(324)、降温装

置(325)，所述遮窗板(321)上端与扭转轴(322)进行活动卡合，所述顶板(323)中部下端设

有感温管(324)，所述顶板(323)下端固定安装有降温装置(325)，所述感温管(324)嵌固在

降温装置(325)内部，所述降温装置(325)左右两端与遮窗板(321)内壁相固定；

所述降温装置(325)包括推杆(25a)、滑动轴(25b)、滑槽(25c)、连接块(25d)、推槽

(25e)、滑杆(25f)、开合板(25g)，所述推杆(25a)右端设有滑动轴(25b)，所述滑动轴(25b)

与滑槽(25c)进行活动卡合，所述滑动轴(25b)左端连接有连接块(25d)，所述推杆(25a)右

端连接有连接块(25d)，所述推槽(25e)固定在推杆(25a)下端，所述滑杆(25f)下端与开合

板(25g)上端固定连接，所述推槽(25e)与滑杆(25f)上端进行活动卡合；

所述除尘装置(34)包括壳体(341)、吸尘口(342)、置放板(343)、推刮装置(344)、除灰

装置(345)，所述吸尘口(342)安装在置放板(343)左右两端上侧，所述壳体(341)左右两端

内壁设有推刮装置(344)，所述推刮装置(344)下端固定安装有除灰装置(345)，所述除灰装

置(345)固定安装在落尘槽(35)上端，所述置放板(343)两端设有推刮装置(344)，所述除灰

装置(345)上端安装有置放板(34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刮

装置(344)包括刮尘刷(44a)、连杆(44b)、弹簧杆(44c)、推刮杆(44d)、固定块(44e)、连结块

(44f)，所述连杆(44b)左右两端固定连接刮尘刷(44a)，所述连杆(44b)下端安装有弹簧杆

(44c)，所述弹簧杆(44c)下端与推刮杆(44d)上端相连接，所述固定块(44e)设在推刮杆

(44d)中端，所述推刮杆(44d)底端设有连结块(44f)，所述连结块(44f)固定在除灰装置

(345)上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灰

装置(345)包括转扫杆(35a)、转轴(35b)、集灰板(35c)、弹簧(35d)、固定杆(35e)，所述转扫

杆(35a)右端贯穿在转轴(35b)内部，所述转轴(35b)连接在集灰板(35c)中部上端，所述集

灰板(35c)左右两端下侧焊接连接有弹簧(35d)，所述固定杆(35e)左右两端与弹簧(35d)底

端相固定，所述集灰板(35c)左右两侧上端与推刮装置(344)下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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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集成电路测试领域，更具体地说，尤其是涉及到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

电路板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集成电路板是载装集成电路的一个载体，集成电路板主要由硅胶构成，所以一般

呈绿色，集成电路板是采用半导体制作工艺，在一块较小的单晶硅片上制作上许多晶体管

及电阻器、电容器等元器件，但是电路板在长期工作后，电路板表面容易吸附灰尘，影响电

路板的使用，市场上电路板除尘设备多采用吸尘装置，在使用时吸尘装置管口由于静电作

用，吸尘装置吸收的灰尘极易沾黏在管口，使得灰尘无法排出，导致除尘不彻底，且普通电

路板除尘设备的使用环境温度不能超过四十度，若在高温中工作时间较长，使得电路板除

尘设备超负荷使用，将会造成电路板设备运作时出现故障。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实现技术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该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

备，其结构包括气管、散热窗、处理机构、支架、排尘口，所述气管嵌固安装在散热窗下端，所

述散热窗固定在处理机构左端中部表面，所述处理机构贯穿在支架中端，所述处理机构下

端设有排尘口，所述支架内部设有排尘口，所述处理机构包括外壳、散热装置、吹气口、除尘

装置、落尘槽，所述外壳顶端内壁安装有散热装置，所述散热装置下端设有吹气口，所述吹

气口左端与气管右端相连接，所述吹气口下端安装有除尘装置，所述落尘槽上端安装在除

尘装置下端，所述落尘槽安装在排尘口内部。

[000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散热装置包括遮窗板、扭转轴、顶板、感温管、降温

装置，所述遮窗板上端与扭转轴进行活动卡合，所述顶板中部下端设有感温管，所述顶板下

端固定安装有降温装置，所述感温管嵌固在降温装置内部，所述降温装置左右两端与遮窗

板内壁相固定。

[000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降温装置包括推杆、滑动轴、滑槽、连接块、推槽、

滑杆、开合板，所述推杆右端设有滑动轴，所述滑动轴与滑槽进行活动卡合，所述滑动轴左

端连接有连接块，所述推杆右端连接有连接块，所述推槽固定在推杆下端，所述滑杆下端与

开合板上端固定连接，所述推槽与滑杆上端进行活动卡合，所述滑槽呈“V”字型。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除尘装置包括壳体、吸尘口、置放板、推刮装置、除

灰装置，所述吸尘口安装在置放板左右两端上侧，所述壳体左右两端内壁设有推刮装置，所

述推刮装置下端固定安装有除灰装置，所述除灰装置固定安装在落尘槽上端，所述置放板

两端设有推刮装置，所述除灰装置上端安装有置放板，所述吸尘口上端设有吸尘扇。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推刮装置包括刮尘刷、连杆、弹簧杆、推刮杆、固定

块、连结块，所述连杆左右两端固定连接刮尘刷，所述连杆下端安装有弹簧杆，所述弹簧杆

下端与推刮杆上端相连接，所述固定块设在推刮杆中端，所述推刮杆底端设有连结块，所述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3680760 B

3



连结块固定在除灰装置上端，所述连杆设有两个，等距分布在推刮杆上，所述刮尘刷设有四

个，分别分布在连杆左右两端。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除灰装置包括转扫杆、转轴、集灰板、弹簧、固定

杆，所述转扫杆右端贯穿在转轴内部，所述转轴连接在集灰板中部上端，所述集灰板左右两

端下侧焊接连接有弹簧，所述固定杆左右两端与弹簧底端相固定，所述集灰板左右两侧上

端与推刮装置下端固定连接，所述集灰板上贯穿有小孔，呈上端宽下端窄的形状结构。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0] 1.在处理机构内部顶端安装有散热装置，安装在感温管左右两端的滑动轴在滑槽

随着温度上升而升高，使得推杆向上滑动，遮窗板随着推杆的运动向外打开，通过滑杆与推

槽连接滑动的开合板向上转动关闭，使得灰尘不会进入置放板中。

[0011] 2.在置放板左右两端上侧设有吸尘口，灰尘在下落时，容易沾黏在壳体内壁，除灰

装置中弹簧带动集灰板产生震动时，固定连接在集灰板上端的推刮杆随着弹簧的运动进行

上下摆动，使得推刮杆上端安装的刮尘刷对壳体内壁进行刮扫，使得灰尘更有效的被刮落

到集灰板上，灰尘通过集灰板上的小孔更有效的进入落尘槽中，防止灰尘沾黏在集灰板上

无法排出。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一种处理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一种散热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一种降温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一种除尘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本发明一种推刮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7为本发明一种除灰装置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气管‑1、散热窗‑2、处理机构‑3、支架‑4、排尘口‑5、外壳‑31、散热装置‑32、

吹气口‑33、除尘装置‑34、落尘槽‑35、遮窗板‑321、扭转轴‑322、顶板‑323、感温管‑324、降

温装置‑325、推杆‑25a、滑动轴‑25b、滑槽‑25c、连接块‑25d、推槽‑25e、滑杆‑25f、开合板‑

25g、壳体‑341、吸尘口‑342、置放板‑343、推刮装置‑344、除灰装置‑345、刮尘刷‑44a、连杆‑

44b、弹簧杆‑44c、推刮杆‑44d、固定块‑44e、连结块‑44f、转扫杆‑35a、转轴‑35b、集灰板‑

35c、弹簧‑35d、固定杆‑35e。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21] 实施例1：

[0022] 如附图1至附图4所示：

[0023] 本发明一种集成电路测试用电路板除尘设备，其结构包括气管1、散热窗2、处理机

构3、支架4、排尘口5，所述气管1嵌固安装在散热窗2下端，所述散热窗2固定在处理机构3左

端中部表面，所述处理机构3贯穿在支架4中端，所述处理机构3下端设有排尘口5，所述支架

4内部设有排尘口5，所述处理机构3包括外壳31、散热装置32、吹气口33、除尘装置34、落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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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35，所述外壳31顶端内壁安装有散热装置32，所述散热装置32下端设有吹气口33，所述吹

气口33左端与气管1右端相连接，所述吹气口33下端安装有除尘装置34，所述落尘槽35上端

安装在除尘装置34下端，所述落尘槽35安装在排尘口5内部。

[0024] 其中，所述散热装置32包括遮窗板321、扭转轴322、顶板323、感温管324、降温装置

325，所述遮窗板321上端与扭转轴322进行活动卡合，所述顶板323中部下端设有感温管

324，所述顶板323下端固定安装有降温装置325，所述感温管324嵌固在降温装置325内部，

所述降温装置325左右两端与遮窗板321内壁相固定。

[0025] 其中，所述降温装置325包括推杆25a、滑动轴25b、滑槽25c、连接块25d、推槽25e、

滑杆25f、开合板25g，所述推杆25a右端设有滑动轴25b，所述滑动轴25b与滑槽25c进行活动

卡合，所述滑动轴25b左端连接有连接块25d，所述推杆25a右端连接有连接块25d，所述推槽

25e固定在推杆25a下端，所述滑杆25f下端与开合板25g上端固定连接，所述推槽25e与滑杆

25f上端进行活动卡合，所述滑槽25c呈“V”字型，利于推杆25a将遮窗板321向外推开。

[0026]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27] 本发明中，电路板除尘设备在工作时，需要使得设备内部温度不得超过四十度，为

了防止设备内部温度过高而导致设备超负荷运作，在处理机构内部顶端安装有散热装置

32，当设备工作时感温管324温度上升，安装在感温管324左右两端的滑动轴25b在滑槽25c

随着温度上升而升高，使得与滑动轴25b固定连接的推杆25a向上滑动，而因为滑槽25c呈

“V”字形结构，当推杆25a向上滑动时，推杆25a左端固定连接的遮窗板321随着推杆25a的运

动向外打开，设备内热气能够通过散热窗2散发出去，使得设备内温度下降，为了防止散热

窗2打开时，灰尘进入设备内，在推杆25a下端安装有推槽25e，使得推槽25e随着推杆25a上

升时，通过滑杆25f与推槽25e连接滑动的开合板25g向上转动关闭，使得灰尘不会进入置放

板343中。

[0028] 实施例2：

[0029] 如附图5至附图7所示：

[0030] 其中，所述除尘装置34包括壳体341、吸尘口342、置放板343、推刮装置344、除灰装

置345，所述吸尘口342安装在置放板343左右两端上侧，所述壳体341左右两端内壁设有推

刮装置344，所述推刮装置344下端固定安装有除灰装置345，所述除灰装置345固定安装在

落尘槽35上端，所述置放板343两端设有推刮装置344，所述除灰装置345上端安装有置放板

343，所述吸尘口342上端设有吸尘扇，利于使得电路板表面灰尘快速进入吸尘口342。

[0031] 其中，所述推刮装置344包括刮尘刷44a、连杆44b、弹簧杆44c、推刮杆44d、固定块

44e、连结块44f，所述连杆44b左右两端固定连接刮尘刷44a，所述连杆44b下端安装有弹簧

杆44c，所述弹簧杆44c下端与推刮杆44d上端相连接，所述固定块44e设在推刮杆44d中端，

所述推刮杆44d底端设有连结块44f，所述连结块44f固定在除灰装置345上端，所述连杆44b

设有两个，等距分布在推刮杆44d上，以便于刮尘刷44a更完整的刮扫壳体341内壁沾黏的灰

尘，所述刮尘刷44a设有四个，分别分布在连杆44b左右两端，以便于增大刮扫的接触面积。

[0032] 其中，所述除灰装置345包括转扫杆35a、转轴35b、集灰板35c、弹簧35d、固定杆

35e，所述转扫杆35a右端贯穿在转轴35b内部，所述转轴35b连接在集灰板35c中部上端，所

述集灰板35c左右两端下侧焊接连接有弹簧35d，所述固定杆35e左右两端与弹簧35d底端相

固定，所述集灰板35c左右两侧上端与推刮装置344下端固定连接，所述集灰板35c上贯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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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孔，呈上端宽下端窄的形状结构，利于将灰尘扫落到落尘槽35内。

[0033] 本实施例的具体使用方式与作用：

[0034] 本发明中，气管1运作时吹气口33向处理机构3内部吹入气体，空气中灰尘随着气

管1进入处理机构3中，使得电路板表面吸附部分灰尘，在置放板343左右两端上侧设有吸尘

口342，使得电路板上吸附的灰尘通过吸尘口342进入集灰板35c上，而灰尘在下落时，容易

沾黏在壳体341内壁，因此在除灰装置345上端左右两侧设有推刮装置344，使得除灰装置

345中弹簧35d带动集灰板35c产生震动时，固定连接在集灰板35c上端的推刮杆44d随着弹

簧35d的运动进行上下摆动，使得推刮杆44d上端安装的刮尘刷44a对壳体341内壁进行刮

扫，并且刮尘刷44a下端设有弹簧杆44c，使得推刮杆44d在下端弹簧35d运作的同时，上端安

装的刮尘刷44a也进行上下摆动，使得灰尘更有效的被刮落到集灰板35c上，而在集灰板35c

上端连接转扫杆35a，使得散落在集灰板35c上的灰尘能够通过集灰板35c上的小孔更有效

的进入落尘槽35中，防止灰尘沾黏在集灰板35c上无法排出。

[0035] 利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方案，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启发下，设

计出类似的技术方案，而达到上述技术效果的，均是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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