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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其

包括：两第一支撑架，其上分别设置一第一滑轨；

两第二支撑架，其上分别设置一第二滑轨；背光

模组固定台，其设有一背光模组固定槽；液晶模

组固定台，其设有一液晶模组固定块；第三支撑

架，其上设有一支撑板，该第三支撑架与支撑板

之间通过一第一驱动机构连接。若干第二驱动机

构，其通过所述若干第二驱动机构可在支撑板上

进行左右移动；推动机构，其推动所述支撑板在

所述支撑架上移动；检测对位装置，其固定于一

支撑杆上。利用本发明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

及其方法，用来快速、高效地贴合背光模组与液

晶模组，避免人为失误而导致贴合成本增加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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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两第一支撑架，其上分别设置一第一滑轨；

两第二支撑架，其设于两第一支撑架之间，该两第二支撑架上分别设置一第二滑轨；

背光模组固定台，其滑动设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架的第一滑轨之上，该背光模组固定台

上设有一背光模组固定槽；

液晶模组固定台，其滑动设于所述两第二支撑架的第二滑轨之上，该液晶模组固定台

上设有若干液晶模组固定块；

第三支撑架，其设于两第二支撑架之间，该第三支撑架上设有一支撑板，该第三支撑架

与支撑板之间通过一第一驱动机构连接，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带动所述支撑板上下移动；

若干第二驱动机构，其设于所述液晶模组固定台与所述支撑板之间，该液晶模组固定

台通过所述若干第二驱动机构可在支撑板上进行左右移动；

推动机构，其设于所述第三支撑架上，该推动机构推动所述支撑板在所述支撑架上移

动；

检测对位装置，其设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架一侧，该检测对位装置固定于一支撑杆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背光模组固定台与所

述液晶模组固定台上分别具有一真空吸附机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及所述

第二驱动机构为电动马达。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机构为一气缸。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对位装置为工业

照相机。

6.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背光模组放入背光模组固定台的背光模组固定槽，再将液晶模组放入液晶模组

固定台的液晶模组固定块；

(2)检测对位装置检测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上是否有外观缺陷，如果没有，则进行步骤

(3)，如果有，则重新进行步骤(1)；

(3)将检测对位装置中背光模组的图像与背光模组图像进行对比，观察两者的贴合位

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进行步骤(4)，如果不一致，则进行步骤(5)；

(4)气缸推动支撑板移动至背光模组固定台下方，当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的贴合位置

相吻合之后，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向上移动；

(5)气缸推动支撑板移动至背光模组固定台下方，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向上移动

一段距离后停止，然后由第二驱动机构带动液晶模组固定台在支撑板上移动，当背光模组

与液晶模组的贴合位置相吻合后，再由第一驱动机构继续推动支撑板向上移动；

(6)当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使液晶模组固定台上的液晶模组卡入背光模组后不

再移动；

(7)第一驱动机构带动支撑板向下移动，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再进行下一个贴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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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贴合装置，具体涉及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子工业中，背光是一种照明的形式，常被用于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屏)显示上。背光被用来增加在低光源环境中的照明度和电脑显示器、液晶荧幕上

的亮度，以和阴极射线管显示类似的方式产生出光。大部分的电子设备只要有显示屏，就有

背光显示，只要显示屏上有字幕显示，背光就算正常。

[0003] 请参阅图1及图2，图1绘示现有技术背光模组贴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2绘示现

有技术背光模组贴合装置贴合液晶模组时的爆炸状态示意图。如图1所示，现有技术背光模

组贴合装置100包括一底板110，该底板110上设有一背光模组固定槽120，该背光模组固定

槽120四周具有一阶梯固定结构121，该背光模组固定槽120两侧还分别具有一凹槽122。如

图2所示，现有技术背光模组贴合装置进行体贴合的方法如下：首先，将背光模组130平稳地

放到背光模组贴合装置100的背光模组固定槽120里；然后，将液晶模组140放在背光模组固

定槽120的阶梯固定结构121里，再双手轻按液晶模组140表面，使背光模组130卡合至液晶

模组140中；最后，再通过背光模组固定槽120两侧的凹槽122将贴合成品拿出来，检验是否

卡合到位，卡合到位后双手轻按背光模组130的四边，使其与液晶模组140完全贴合。然而，

现行贴合方式中，如果背光模组130与液晶模组140其中任意一个角没有放平，就容易导致

液晶的屏幕破碎，增加了生产成本。

[0004] 有鉴于此，实有必要开发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及其方法，用来快速、高效地

贴合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避免人为失误而导致贴合成本增加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及其方法，用来快速、高效

地贴合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以降低人为贴合的不良率。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其包括：

[0007] 两第一支撑架，其上分别设置一第一滑轨；

[0008] 两第二支撑架，其设于两第一支撑架之间，该两第二支撑架上分别设置一第二滑

轨；

[0009] 背光模组固定台，其滑动设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架的第一滑轨之上，该背光模组固

定台上设有一背光模组固定槽；

[0010] 液晶模组固定台，其滑动设于所述两第二支撑架的第二滑轨之上，该液晶模组固

定台上设有若干液晶模组固定块；

[0011] 第三支撑架，其设于两第二支撑架之间，该第三支撑架上设有一支撑板，该第三支

撑架与支撑板之间通过一第一驱动机构连接。

[0012] 若干第二驱动机构，其设于所述液晶模组固定台与所述支撑板之间，该液晶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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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台通过所述若干第二驱动机构可在支撑板上进行左右移动；

[0013] 推动机构，其设于所述第三支撑架上，该推动机构推动所述支撑板在所述支撑架

上移动；

[0014] 检测对位装置，其设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架一侧，该检测对位装置固定于一支撑杆

上。

[0015] 可选的，所述背光模组固定台与所述液晶模组固定台上分别具有一真空吸附机

构。

[0016] 可选的，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带动所述支撑板可进行上下移动。

[0017] 可选的，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及所述第二驱动机构为电动马达。

[0018] 可选的，所述推动机构为一气缸。

[0019] 可选的，所述检测对位装置为工业照相机。

[0020]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方法，其应用于上述背光模组自动贴

合装置中，该背光模组自动贴合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将背光模组放入背光模组固定台的背光模组固定槽，再将液晶模组放入液晶

模组固定台的液晶模组固定块；

[0022] (2)检测对位装置检测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上是否有外观缺陷，如果没有，则进行

步骤(3)，如果有，则重新进行步骤(1)；

[0023] (3)将检测对位装置中背光模组的图像与背光模组图像进行对比，观察两者的贴

合位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进行步骤(4)，如果不一致，则进行步骤(5)；

[0024] (4)气缸推动支撑板移动至背光模组固定台下方，当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的贴合

位置相吻合之后，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向上移动；

[0025] (5)气缸推动支撑板移动至背光模组固定台下方，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向上

移动一段距离后停止，然后由第二驱动机构带动液晶模组固定台在支撑板上移动，当背光

模组与液晶模组的贴合位置相吻合后，再由第一驱动机构继续推动支撑板向上移动；

[0026] (6)当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使液晶模组固定台上的液晶模组卡入背光模组

后不再移动；

[0027] (7)第一驱动机构带动支撑板向下移动，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再进行下一个贴合循

环。

[0028] 相较于现有技术，利用本发明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及其方法，通过第二驱动

机构调整背光模组固定台与液晶模组固定台的对位位置，再通过第一驱动机构带动液晶模

组固定台将背光模组贴合至液晶模组中，不仅提高了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的贴合效率，还

降低了人为贴合失误而造成成本增加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9] 图1绘示现有技术背光模组贴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绘示现有技术背光模组贴合装置贴合液晶模组时的爆炸状态示意图。

[0031] 图3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贴合状态时的示意图。

[0033] 图5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第一工作状态时的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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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034] 图6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第二工作状态时的侧视

图。

[0035] 图7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第三工作状态时的侧视

图。

[0036] 图8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方法的步骤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请参阅图3，图3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8] 本发明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200，用来快速、高效地贴合背光模组130与液晶

模组140，其包括：

[0039] 两第一支撑架210，其上分别设置一第一滑轨；

[0040] 两第二支撑架220，其设于两第一支撑架210之间，该两第二支撑架220上分别设置

一第二滑轨；

[0041] 背光模组固定台230，其滑动设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架210的第一滑轨之上，该背光

模组固定台230上设有一背光模组固定槽231，其用来放置背光模组130；

[0042] 液晶模组固定台240，其滑动设于所述两第二支撑架220的第二滑轨之上，该液晶

模组固定台240上设有四个液晶模组固定块241，其用来固定液晶模组140；

[0043] 第三支撑架250，其设于两第二支撑架220之间，该第三支撑架250上设有一支撑板

260，该第三支撑架250与支撑板260之间通过一第一驱动机构270连接。

[0044] 若干第二驱动机构271，其设于所述液晶模组固定台240与所述支撑板260之间，该

液晶模组固定台240通过所述若干第二驱动机构271可在支撑板260上进行左右移动；

[0045] 推动机构280，其设于所述第三支撑架250上，该推动机构280推动所述支撑板260

在所述支撑架上移动；

[0046] 检测对位装置290，其设于所述两第一支撑架210一侧，该检测对位装置290固定于

一支撑杆上。

[0047] 于本实施例中，所述背光模组固定台230与所述液晶模组固定台240上分别具有一

真空吸附机构，该真空吸附机构吸附住背光模组130与液晶模组140，避免背光模组130与液

晶模组140贴合时晃动。

[0048] 于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驱动机构270带动所述支撑板260可进行上下移动。

[0049] 于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驱动机构270及所述第二驱动机构271为电动马达。

[0050] 于本实施例中，所述推动机构280为一气缸。

[0051] 于本实施例中，所述检测对位装置290为工业照相机。

[0052] 请再参阅图4至图7，图4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贴

合状态时的示意图，图5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第一工作状

态时的侧视图，图6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第二工作状态时

的侧视图，以及图7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于一较佳实施例中第三工作状态时

的侧视图。于本实施例中，当检测对位装置290检测完背光模组130与液晶模组140上的外观

缺陷后，再由检测对位装置290将背光模组130的图像与液晶模组140图像中的贴合位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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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匹配，贴合位置吻合之后由气缸280推动支撑板260移动至背光模组固定台230下方，然后

由第一驱动机构270推动支撑板260向上移动，直至将液晶模组固定台240上的背光模组130

卡入液晶模组140之中。

[0053] 其中，当背光模组130的图像与背光模组140图像的贴合位置不一致时，第一驱动

机构270推动支撑板260向上移动一段距离后停止，然后由第二驱动机构271带动液晶模组

固定台240在支撑板260上左右移动，当背光模组130与液晶模组140的贴合位置相吻合后，

再由第一驱动机构270继续推动支撑板260向上移动，直至将液晶模组固定台240上的背光

模组130卡入液晶模组140之中。

[005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背光模组自动贴合方法，请再参阅图8，其绘示本发明背光模组

自动贴合方法的步骤流程图，该背光模组自动贴合方法应用于上述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

中，其包括以下步骤：

[0055] 步骤S101：将背光模组放入背光模组固定台的背光模组固定槽，再将液晶模组放

入液晶模组固定台的液晶模组固定块；

[0056] 步骤S102：检测对位装置检测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上是否有外观缺陷，如果没有，

则进行步骤S103，如果有，则重新进行步骤S101；

[0057] 步骤S103：将检测对位装置中背光模组的图像与背光模组图像进行对比，观察两

者的贴合位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进行步骤S104，如果不一致，则进行步骤S105；

[0058] 步骤S104：气缸推动支撑板移动至背光模组固定台下方，当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

的贴合位置相吻合之后，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向上移动；

[0059] 步骤S105：气缸推动支撑板移动至背光模组固定台下方，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

板向上移动一段距离后停止，然后由第二驱动机构带动液晶模组固定台在支撑板上移动，

当背光模组与液晶模组的贴合位置相吻合后，再由第一驱动机构继续推动支撑板向上移

动；

[0060] 步骤S106：当第一驱动机构推动支撑板，使液晶模组固定台上的液晶模组卡入背

光模组后不再移动；

[0061] 步骤S107：第一驱动机构带动支撑板向下移动，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再进行下一个

贴合循环。

[0062] 相较于现有技术，利用本发明的背光模组自动贴合装置及其方法，通过第二驱动

机构271调整背光模组固定台230与液晶模组固定台240的贴合对位位置，再通过第一驱动

机构270带动液晶模组固定台240将液晶模组140贴合至背光模组130中，该方法不仅提高了

背光模组130与液晶模组140的贴合效率，还降低了人为贴合失误而造成成本增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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