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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包括：

底板；定位治具，设于底板上，定位待检测及热熔

的产品；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设于定位治具中，

感测产品上磁铁是否安装及磁极是否装反，并发

出信号；支撑架，设于底板上；热熔结构，固定于

支撑架上，所述热熔结构具有热熔开关、上下运

动的热熔上压板及热熔板，所述热熔板设于所述

热熔上压板的底部，所述热熔板下固定热熔柱热

熔磁铁于产品中；控制单元，接收及处理双向霍

尔开关感应器发出的信号，控制按下热熔开关后

热熔板是否下压热熔。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

体式装置将检测和热熔设置为一体式，不仅降低

了成本，且在检测及热熔时，可通过一人操作即

可，不会出现漏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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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底板；

定位治具，设于底板上，定位待检测及热熔的产品；

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设于定位治具中，感测产品上磁铁是否安装及磁极是否装反，并

发出信号；

支撑架，设于底板上；

热熔结构，固定于支撑架上，所述热熔结构具有热熔开关、上下运动的热熔上压板及热

熔板，所述热熔板设于所述热熔上压板的底部，所述热熔板下固定热熔柱热熔磁铁于产品

中；

控制单元，接收及处理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发出的信号，控制按下热熔开关后热熔板

是否下压热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产品上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磁铁时，所述热熔柱为对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所述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为对应

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且所述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串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铁检测热熔一

体式装置还设有报警器，所述报警器与控制单元连接，磁铁未安装及磁铁装反时，报警器报

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报警器为蜂鸣器

或二极管指示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架具有四个

竖向设置的丝杆，所述热熔上压板枢接于所述丝杆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板上设置有滑

轨及滑台，所述滑台滑动设于滑轨上，所述定位治具设于所述滑台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磁铁检测热熔一

体式装置具有气缸，所述气缸设置为推动所述滑台沿着滑轨运动。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台上两侧分别

设有压块，所述压块压着所述定位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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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磁铁检测装置，具体是涉及一种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在上盖闭合时自动关闭液晶屏或电脑进入休眠状态主动

通过一个磁性开关来控制。一般是在液晶屏的塑胶框架上组装一个磁铁，在笔记本主板上

相应位置设置一个磁性开关，当上盖闭合时该磁铁接近该磁性开关，该磁性开关检测到该

磁铁的磁场而动作，从而发出一个控制信号，使液晶屏关闭或电脑进入休眠状态。

[0003] 随着笔记本电脑追求轻薄的发展趋势，由于空间及结构的限制，无法用卡勾固定

磁铁，会使用点胶的方式固定磁铁，而且在实际组装时，会有磁铁的磁极方向装反或未装磁

铁的不良品存在。因此，在组装时会有点胶、装磁铁、热熔及检测磁铁磁极的工序。于现有技

术中是使用热熔装置和检测装置分别进行热熔和检测，不仅需要两个人分别操作，提高了

成本，且有检测或热熔漏失的风险。

[0004] 有鉴于此，实有必要开发一种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以克服上述分别进行热

熔和检测，成本比较高，且有检测或热熔漏失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该装置将检测和热熔

设置为一体式结构，不仅成本较低，且无检测或热熔漏失的问题。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包括：

[0007] 底板；

[0008] 定位治具，设于底板上，定位待检测及热熔的产品；

[0009] 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设于定位治具中，感测产品上磁铁是否安装及磁极是否装

反，并发出信号；

[0010] 支撑架，设于底板上；

[0011] 热熔结构，固定于支撑架上，所述热熔结构具有热熔开关、上下运动的热熔上压板

及热熔板，所述热熔板设于所述热熔上压板的底部，所述热熔板下固定热熔柱热熔磁铁于

产品中；

[0012] 控制单元，接收及处理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发出的信号，控制按下热熔开关后热

熔板是否下压热熔。

[0013] 可选地，所述产品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磁铁时，所述热熔柱为对应的两个或两个

以上，所述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为对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且所述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串

联。

[0014] 可选地，所述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还设有报警器，所述报警器与控制单元连

接，磁铁未安装及磁铁装反时，报警器报警。

[0015] 可选地，所述报警器为蜂鸣器或二极管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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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可选地，所述支撑架具有四个竖向设置的丝杆，所述热熔上压板枢接于所述丝杆

上。

[0017] 可选地，所述底板上设置有滑轨及滑台，所述滑台滑动设于滑轨上，所述定位治具

设于所述滑台上。

[0018] 可选地，所述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具有气缸，所述气缸设置为推动所述滑台

沿着滑轨运动。

[0019] 可选地，所述滑台上两侧分别设有压块，所述压块压着所述定位治具。

[0020]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通过设置双向霍尔开关感

应器、热熔结构等元件，开启装置开关，将产品放置到定位治具上后，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

感测产品上是否装有磁铁，并感应磁铁的磁极是否装反；然后按下热熔开关；若未装磁铁或

磁铁的磁极装反，控制单元控制热熔结构不动作，热熔板不向下热熔产品，若磁铁安装且磁

极安装正确，控制单元控制热熔结构动作，热熔板向下热熔产品，完成产品的检测及热熔工

序。由此，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将检测和热熔设置为一体式，不仅降低了成

本，且在检测及热熔时，可通过一人操作即可，不会出现漏失的风险。

【附图说明】

[0021] 图1绘示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一角度的示意图。

[0022] 图2绘示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另一角度的示意图

[0023] 图3绘示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第一状态的示意图。

[0024] 图4绘示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第二状态示意图。

[0025] 图5绘示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第三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请参阅图1及图2所示，其中图1绘示了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一角度

的示意图，图2绘示了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另一角度的示意图。

[0027] 于一较佳实施例中，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用于检测产品10中磁铁

是否安装及磁极是否安装正确，并热熔磁铁于产品10中，所述产品10可为塑胶件，例如为笔

记本电脑的塑胶框，所述装置包括：

[0028] 底板100；

[0029] 定位治具101，设于底板100上，定位待检测及热熔的产品10；

[0030] 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设于定位治具101中，感测产品10上磁铁是否安装及磁极是

否装反，并发出信号，所述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是在霍尔效应(即当一块通有电流的金属或

半导体薄片垂直地放在磁场中时，薄片的两端就会产生电位差)原理的基础上，利用集成封

装和组装工艺制作而成，把磁输入信号转换成实际应用中的电信号；

[0031] 支撑架102，设于底板100上；

[0032] 热熔结构103，固定于支撑架102上，所述热熔结构103具有热熔开关104、上下运动

的于热熔上压板107及热熔板105，所述热熔板105可固定于热熔上压板107底部，所述热熔

板105下固定热熔柱106，热熔板105及热熔柱106预热到一定温度后，热熔磁铁于产品10中；

[0033] 控制单元，接收及处理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发出的信号，控制按下热熔开关10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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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板105是否下压热熔。具体地：若控制单元接收到的信号为未安装磁铁，则按下热熔开

关104后热熔结构103不动作；若控制单元接收到的信号为磁铁的磁性安装反了，同样按下

热熔开关104后热熔结构103不动作；若控制单元接收到的信号为磁铁安装且磁极安装正

确，则按下热熔开关104后热熔结构103动作，热熔板105向下运动带动热熔柱106热熔磁铁

于产品10中。

[0034] 其中，所述产品10上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磁铁时，所述热熔柱106为对应的两个或两

个以上，所述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为对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且所述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

串联,确保所有的磁铁安装且磁极安装正确时,按下热熔开关104后热熔结构103动作，热熔

板105向下运动带动热熔柱106热熔磁铁于产品10中。

[0035] 其中，所述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还设有报警器108，所述报警器108与控制单

元连接，磁铁未安装及磁铁装反时，报警器108报警。

[0036] 其中，所述报警器108为蜂鸣器或二极管指示灯,例如二极管指示灯点亮时,按下

热熔开关104后热熔结构不动作,二极管指示灯不亮,按下热熔开关104后热熔结构103动

作,热熔板105向下运动带动热熔柱106热熔磁铁于产品10中。

[0037] 其中，所述支撑架102具有四个竖向设置的丝杆109，所述热熔上压板107枢接于所

述丝杆109上。

[0038] 其中，所述底板100上设置有滑轨110及滑台111，所述滑台111滑动设于滑轨110

上，所述定位治具101设于所述滑台111上。

[0039] 其中，所述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具有气缸(图未示)，所述气缸设置为推动所

述滑台111沿着滑轨110运动。

[0040] 其中，所述滑台111上两侧分别设有压块112，所述压块112压着所述定位治具101,

防止定位治具101在滑台111上移动。

[0041] 请参阅图3至图5所示,其中图3绘示了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第一状

态的示意图,图4绘示了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第二状态示意图,图5绘示本发

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第三状态示意图。

[0042] 于一较佳实施例中,在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工作时，首先启动装置的电源，将

待检测、热熔磁铁的产品10放置到定位治具101上；滑台111带动定位治具101滑动至热熔板

105下方；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感测产品10上是否装有磁铁，并感应磁铁的磁极是否装反；

然后按下热熔开关104，若未装磁铁或磁铁的磁极装反，控制单元控制热熔结构103不动作，

热熔板105不向下热熔产品10，若磁铁安装且磁极安装正确，控制单元控制热熔结构103动

作，热熔板105带动热熔柱106向下热熔产品10，完成产品10的检测及热熔工序。

[0043]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通过设置双向霍尔开关感

应器感测产品上是否装有磁铁，并感应磁铁的磁极是否装反；然后控制单元根据接收到的

双向霍尔开关感应器发出的信号，控制按下热熔开关104后热熔板105是否下压热熔，完成

产品10的检测及热熔工序。由此，本发明的磁铁检测热熔一体式装置将检测和热熔设置为

一体式，不仅降低了成本，且在检测及热熔时，可通过一人操作即可，不会出现漏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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