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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属于环保型工程

设备领域。所述手持支架固定在第一支架的顶

部，所述第一电动机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顶部

右侧，所述控制器固定在第一电动机左侧，所述

第二电动机固定在第二电动机基座底部，所述丝

杠螺母安装在丝杠和滑轨之间，所述钻头安装在

第二电动机主轴上，所述吸气装置安装在固定装

置前侧，所述固定装置与吸气装置导流板底部相

平行，所述抽气装置固定在吸气装置上方。该发

明通过第一电动机带动钻头向下运动，并通过第

二电动机带动钻头高速旋转完成钻孔操作，提高

了工作效率，由吸气装置和抽气装置吸收并过滤

产生的烟尘，减少了空气污染，保护了工人的身

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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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包括手持支架、第一电动机、控制器、丝杠、滑轨、第二电

动机基座、第二电动机、丝杠螺母、钻头、吸气装置、固定装置、第一电动机基座、滑轨基座、

按键、第一支架、第二支架、抽气装置、第三支架和转动支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持支架为

长度30厘米的圆柱结构，其固定在第一支架的顶部，所述第一电动机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

座顶部右侧，其主轴于丝杠相连接，所述控制器固定在第一电动机左侧，其位于第一电动机

基座上方，所述丝杠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和滑轨基座之间，所述滑轨与丝杠平行，其位于

丝杠左侧，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为L型结构，其固定在丝杠螺母前端，所述第二电动机固定

在第二电动机基座底部，所述丝杠螺母安装在丝杠和滑轨之间，所述钻头安装在第二电动

机主轴上，所述吸气装置安装在固定装置前侧，所述固定装置与吸气装置导流板底部相平

行，所述第一电动机基座固定在第一支架顶部，其与滑轨基座相平行，所述滑轨基座安装在

第一支架底端，所述按键有两个分别固定在第一支架的顶部，其位于手持支架和控制器之

间，所述第一支架安装在固定装置顶部，所述第二支架与第一支架相连接，所述抽气装置固

定在吸气装置上方，所述第三支架安装在转动支架上，其位于第一支架的底部，所述转动支

架安装在固定装置右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气装置包括抽气

导管、进气管、水箱、导流板、封口板和限位支架，所述抽气导管竖直固定在水箱顶部左侧，

其为中空形导管结构，所述进气管固定在水箱右侧，其为C字形结构，所述水箱为中空长方

体，其底部开有方形孔，所述导流板固定在进气管前侧，所述封口板安装在水箱底部方孔下

方，所述限位支架有两个固定在水箱底部，其为U形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基

座、第四支架、第一定轴和第二定轴，所述基座为长方形铁板，其左侧开有长方形孔，所述第

四支架固定在第一定轴上，所述第一定轴安装在基座方孔的边缘，所述第二定轴安装在基

座左侧，其与转动支架相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抽气装置包括导流

筒、风扇叶片、第三电动机和第三电动机基座，所述导流筒固定在抽气导管的正上方，所述

风扇叶片有三个等间距得安装在第三电动机的转轴上，所述第三电动机竖直固定在第三电

动机基座顶部，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安装在导流筒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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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具体地说是一种通过第一电动机带动丝杠

旋转使钻头向下运动，由第二电动机带动钻头进行钻孔操作，并通过抽气装置吸收并过滤

钻孔操作产生的灰尘，属于环保型工程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实际工程建设过程中，经常会使用冲击钻进行钻孔作业，使用时，需要工人呈半

蹲姿势并用双手握住冲击钻把手，使冲击钻垂直于待钻孔材料，之后用力向下按压冲击钻，

依靠电钻旋转和冲击的力量进行钻孔操作。

[0003] 钻孔过程中，需要工人始终保持半蹲姿势，长期以往会对工人的腰肌造成巨大的

损伤，而且钻孔会产生大量粉尘，不仅污染环境，还会使工人增加患上尘肺的概率，依靠人

力下压钻头钻孔，既浪费时间又耗费体力，稍有不慎还有发生事故的可能，大大提高了工程

预算，因此需要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包括手持支架、第

一电动机、控制器、丝杠、滑轨、第二电动机基座、第二电动机、丝杠螺母、钻头、吸气装置、固

定装置、第一电动机基座、滑轨基座、按键、第一支架、第二支架、抽气装置、第三支架和转动

支架，所述手持支架为长度30厘米的圆柱结构，其固定在第一支架的顶部，所述第一电动机

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顶部右侧，其主轴于丝杠相连接，所述控制器固定在第一电动机左

侧，其位于第一电动机基座上方，所述丝杠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和滑轨基座之间，所述滑

轨与丝杠平行，其位于丝杠左侧，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为L型结构，其固定在丝杠螺母前端，

所述第二电动机固定在第二电动机基座底部，所述丝杠螺母安装在丝杠和滑轨之间，所述

钻头安装在第二电动机主轴上，所述吸气装置安装在固定装置前侧，所述固定装置与吸气

装置导流板底部相平行，所述第一电动机基座固定在第一支架顶部，其与滑轨基座相平行，

所述滑轨基座安装在第一支架底端，所述按键有两个分别固定在第一支架的顶部，其位于

手持支架和控制器之间，所述第一支架安装在固定装置顶部，所述第二支架与第一支架相

连接，所述抽气装置固定在吸气装置上方，所述第三支架安装在转动支架上，其位于第一支

架的底部，所述转动支架安装在固定装置右侧。

[0006] 所述吸气装置包括抽气导管、进气管、水箱、导流板、封口板和限位支架，所述抽气

导管竖直固定在水箱顶部左侧，其为中空形导管结构，所述进气管固定在水箱右侧，其为C

字形结构，所述水箱为中空长方体，其底部开有方形孔，所述导流板固定在进气管前侧，所

述封口板安装在水箱底部方孔下方，所述限位支架有两个固定在水箱底部，其为U形结构。

[0007] 所述固定装置包括基座、第四支架、第一定轴和第二定轴，所述基座为长方形铁

板，其左侧开有长方形孔，所述第四支架固定在第一定轴上，所述第一定轴安装在基座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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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所述第二定轴安装在基座左侧，其与转动支架相连接。

[0008] 所述抽气装置包括导流筒、风扇叶片、第三电动机和第三电动机基座，所述导流筒

固定在抽气导管的正上方，所述风扇叶片有三个等间距得安装在第三电动机的转轴上，所

述第三电动机竖直固定在第三电动机基座顶部，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安装在导流筒底部。

[0009] 该发明的有益之处是，该发明通过第一电动机带动丝杠旋转，实现丝杠螺母带动

钻头上下运动的过程，代替了工人用力向下按压电钻的过程，既减少了工人的体力劳动，又

避免了工人弯腰操作；通过第三电动机带动风扇叶片高速旋转，使水箱内形成负压，灰尘经

过钻头后方的导流板和进气管被吸入水箱内并与水融合，之后洁净的空气经导流筒排出，

大大减少了钻孔操作中对空气的污染，保护了工人的身体健康；通过旋转第一支架，并且扳

动第四支架抵住第一支架，使第一支架与基座呈直角，代替工人手工保持电钻与地面相垂

直的过程，也可旋转第一支架折叠装置，提高了装置的便携性。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本发明图1的后侧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本发明图1的左后侧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发明图1的轴测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为本发明图1中吸气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5] 图6为本发明图1中吸气装置底部结构示意图。

[0016] 图7为本发明图1中固定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7] 图8为本发明图1中抽气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8] 图9为本发明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手持支架，2、第一电动机，3、控制器，4、丝杠，5、滑轨，6、第二电动机基座，

7、第二电动机，8、丝杠螺母，9、钻头，10、吸气装置，1001、抽气导管，1002、进气管，1003、水

箱，1004、导流板，1005、封口板，1006、限位支架，11、固定装置，1101、基座，1102、第四支架，

1103、第一定轴，1104、第二定轴，12、第一电动机基座，13、滑轨基座，14、按键，15、第一支

架，16、第二支架，17、抽气装置，1701、导流筒，1702、风扇叶片，1703、第三电动机，1704、第

三电动机基座，18、第三支架，19、转动支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21] 一种环保型自动钻孔装置，包括手持支架1、第一电动机2、控制器3、丝杠4、滑轨5、

第二电动机基座6、第二电动机7、丝杠螺母8、钻头9、吸气装置10、固定装置11、第一电动机

基座12、滑轨基座13、按键14、第一支架15、第二支架16、抽气装置17、第三支架18和转动支

架19，所述手持支架1为长度30厘米的圆柱结构，其固定在第一支架15的顶部，工人可通过

握住手持支架1轻松进行钻孔操作，所述第一电动机2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12顶部右侧，

其主轴于丝杠4相连接，通过第一电动机2转动使丝杠螺母8带动钻头9向下运动，从而代替

工人手工向下压电钻的过程，减少了工人的劳动量，所述控制器3固定在第一电动机2左侧，

其位于第一电动机基座12上方，所述丝杠4安装在第一电动机基座12和滑轨基座13之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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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滑轨5与丝杠4平行，其位于丝杠4左侧，所述第二电动机基座6为L型结构，其固定在丝杠

螺母8前端，所述第二电动机7固定在第二电动机基座6底部，所述丝杠螺母8安装在丝杠4和

滑轨5之间，第二电动机7带动钻头9旋转完成钻孔操作，所述钻头9安装在第二电动机7主轴

上，所述吸气装置10安装在固定装置11前侧，用于将钻孔操作过程中产生的灰尘吸附，所述

固定装置11与吸气装置10导流板1004底部相平行，所述第一电动机基座12固定在第一支架

15顶部，其与滑轨基座13相平行，所述滑轨基座13安装在第一支架15底端，所述按键14有两

个分别固定在第一支架15的顶部，其位于手持支架1和控制器3之间，所述第一支架15安装

在固定装置11顶部，所述第二支架16与第一支架15相连接，所述抽气装置17固定在吸气装

置10上方，所述第三支架18安装在转动支架19上，其位于第一支架15的底部，所述转动支架

19安装在固定装置11右侧，可通过收起第二支架16折叠装置，增加了该装置的便携性。

[0022] 所述吸气装置10包括抽气导管1001、进气管1002、水箱1003、导流板1004、封口板

1005和限位支架1006，所述抽气导管1001竖直固定在水箱1003顶部左侧，其为中空形导管

结构，所述进气管1002固定在水箱1003右侧，其为C字形结构，所述水箱1003为中空长方体，

其底部开有方形孔，灰尘经过水箱1003时被水吸附，减少了空气中颗粒物的含量，所述导流

板1004固定在进气管1002前侧，所述封口板1005安装在水箱1003底部方孔下方，所述限位

支架1006有两个固定在水箱1003底部，其为U形结构。

[0023] 所述固定装置11包括基座1101、第四支架1102、第一定轴1103和第二定轴1104，所

述基座1101为长方形铁板，其左侧开有长方形孔，所述第四支架1102固定在第一定轴1103

上，所述第一定轴1103安装在基座1101方孔的边缘，所述第二定轴1104安装在基座1101左

侧，其与转动支架19相连接。

[0024] 所述抽气装置17包括导流筒1701、风扇叶片1702、第三电动机1703和第三电动机

基座1704，所述导流筒1701固定在抽气导管1001的正上方，所述风扇叶片1702有三个等间

距得安装在第三电动机1703的转轴上，所述第三电动机1703竖直固定在第三电动机基座

1704顶部，所述第三电动机基座1704安装在导流筒1701底部。

[0025] 工作原理：进行钻孔操作前，丝杠螺母8位于丝杠4顶部，第四支架1102与基座1101

相平行，使装置呈折叠状态，将固定装置11和第一支架15分离成90度角，将第四支架1102立

起并抵在第一支架15底部，完成装置的固定，之后向水箱1003内灌入自来水，使进气管1002

在水箱1003内的部分被水没过，工人双手持手持支架1将钻头9对准待钻孔位置，之后双脚

踩住基座1101，防止钻孔操作过程中发生偏移，之后按下钻孔操作按钮，控制器3驱动第二

电动机7高速旋转，同时第一电动机2带动丝杠4正转，使丝杠螺母8带动钻头9向下运动进行

钻孔操作，钻头9与地面摩擦激起大量灰尘，通过第三电动机1703带动风扇叶片1702旋转，

使水箱1003内形成负压，灰尘经过导流板1004、进气管1002进入水箱1003内并被水吸附，导

流筒1701最终排出的空气中颗粒物含量极少，大大减少了空气污染，保护了工人的身体健

康，完成钻孔操作后，按下钻孔停止按钮，第一电动机2反转使丝杠螺母8抬升，同时第二电

动机7和第三电动机1703停转，可通过拆卸封口板1005将水箱1003内的脏水放出，之后扳平

第四支架1102，折叠该装置即可。

[0026]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本发明的教导，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与

精神的情况下，对实施方式所进行的改变、修改、替换和变型仍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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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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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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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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