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775987.3

(22)申请日 2016.08.3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10243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09

(73)专利权人 周继禹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

东方海雅居雅典阁19B

(72)发明人 周继禹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中科创为专利代理有

限公司 44384

代理人 曹红梅　苏芳

(51)Int.Cl.

H05K 13/02(2006.01)

G06F 8/61(2018.01)

B65B 6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882811 U,2015.12.16,说明书第4-7

页及图1-7.

CN 101790302 A,2010.07.28,说明书第36-

50段及图5-8.

CN 105824675 A,2016.08.03,全文.

CN 203503554 U,2014.03.26,全文.

CN 203072310 U,2013.07.17,全文.

CN 204882811 U,2015.12.16,全文.

CN 101719356 A,2010.06.02,全文.

JP 2006156514 A,2006.06.15,全文.

JP 4714256 B2,2011.06.29,全文.

审查员 田方方

 

(54)发明名称

贴片机送料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贴片机送料器，该贴片机送

料器包括：料带输送模块、压料盖、烧录模块及烧

录连接组件。料带输送模块包括料带输送轨道，

以用于输送Flash。压料盖设于所述料带输送轨

道上，所述压料盖包括撕膜窗口，用于将所述

Flash中的封装膜撕开。烧录连接组件设于所述

压料盖的撕膜窗口的上方位置，当所述Flash流

转到所述撕膜窗口并撕开封装膜之后，所述烧录

连接组件将所述烧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与所述

Flash的烧录输入端电连接；并当烧录完成后将

所述烧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与所述Flash的烧录

输入端断开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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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贴片机送料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料带输送模块，其包括料带输送轨道，以用于输送Flash；

压料盖，设于所述料带输送轨道上，所述压料盖包括撕膜窗口，用于将所述Flash中的

封装膜撕开；

烧录连接组件，设于所述压料盖的撕膜窗口的上方位置，当所述Flash流转到所述撕膜

窗口并撕开封装膜之后，所述烧录连接组件将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端与烧录模块的烧录

输出端电连接；并当烧录完成后将所述烧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端

断开电连接；

所述压料盖还开设有：供烧录连接组件与所述料带输送轨道上的Flash进行连接的烧

录窗口，及供贴片机吸嘴取料的取料窗口；以所述料带输送模块的输送方向为参考，所述取

料窗口位于所述撕膜窗口之后，且所述烧录窗口位于所述取料窗口与所述撕膜窗口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贴片机送料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烧录连接组件包括：与所述烧

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电连接并可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端接触或分离的插针，用于带动

所述插针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端接触或分离的插针驱动组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贴片机送料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插针驱动组件包括：电磁继电

器，及当所述Flash被撕膜后控制所述电磁继电器得电并当烧录完成后控制所述电磁继电

器断电的控制模块；其中，所述电磁继电器的受控端与所述控制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出端连

接，所述电磁继电器的输出端与所述插针连接；当所述电磁继电器得电时，电磁继电器的输

出端带动所述插针靠近并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口连接；当所述电磁继电器断电时，电磁

继电器的输出端带动所述插针移动并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口断开连接。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贴片机送料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将所述封装

膜回卷的封装膜回卷机构；所述封装膜回卷机构靠近所述撕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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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片机送料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贴片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贴片机送料器。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的封装技术中，若需要对Flash进行烧录，需要将Flash从包装中取出，并将

Flash放到相应的夹具中。Flash放置到位之后，烧录工具将预设的软件程序写入Flash中。

烧录完毕之后，将Flash从夹具中取出并重新放入包装中。而后续的表面贴装过程仍然需要

再将Flash从包装中取出。这样反复的拆包装和重新包装，耗费的成本相对较高，且整个生

产效率也相对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将Flash的烧录工序整合在表面贴装的

送料阶段，以缩减工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贴片机送料器。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贴片机送料器，该贴片机送料

器包括：

[0005] 料带输送模块，其包括料带输送轨道，以用于输送Flash；

[0006] 压料盖，设于所述料带输送轨道上，所述压料盖包括撕膜窗口，用于将所述Flash

中的封装膜撕开；

[0007] 烧录连接组件，设于所述压料盖的撕膜窗口的上方位置，当所述Flash流转到所述

撕膜窗口并撕开封装膜之后，所述烧录连接组件将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端与烧录模块的

烧录输出端电连接；并当烧录完成后将所述烧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

入端断开电连接。

[0008] 优选地，所述压料盖还开设有：供烧录连接组件与所述料带输送轨道上的Flash进

行连接的烧录窗口，及供贴片机吸嘴取料的取料窗口；以所述料带输送模块的输送方向为

参考，所述取料窗口位于所述撕膜窗口之后，且所述烧录窗口位于所述取料窗口与所述撕

膜窗口之间。

[0009] 优选地，所述烧录连接组件包括：与所述烧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电连接并可与所

述Flash的烧录输入端接触或分离的插针，用于带动所述插针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端接

触或分离的插针驱动组件。

[0010] 优选地，所述插针驱动组件包括：电磁继电器，及当所述Flash被撕膜后控制所述

电磁继电器得电并当烧录完成后控制所述电磁继电器断电的控制模块；其中，所述电磁继

电器的受控端与所述控制模块的控制信号输出端连接，所述电磁继电器的输出端与所述插

针连接；当所述电磁继电器得电时，电磁继电器的输出端带动所述插针靠近并与所述Flash

的烧录输入口连接；当所述电磁继电器断电时，电磁继电器的输出端带动所述插针移动并

与所述Flash的烧录输入口断开连接。

[0011] 优选地，贴片机送料器还包括用于将所述封装膜回卷的封装膜回卷机构；所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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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膜回卷机构靠近所述撕膜窗口。

[0012] 本发明提供的贴片机送料器，该贴片机送料器通过在压料盖处增加烧录连接组

件，使得Flash在撕膜窗口被撕掉封装膜之后，烧录连接组件能够将烧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

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电连接，以使得Flash在贴片机送料器上即可完成将软件烧录至

Flash当中去。当烧录完成之后，烧录连接组件将烧录模块的烧录输出端与Flash的烧录输

入端断开电连接，以使得Flash能够被后续的贴片机的吸嘴所取料。本发明能够在送料阶段

完成烧录工序，无须另外开设流水线进行软件烧录，以大大地提高了整个生产工序的效率，

并降低设备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贴片机送料器一实施例的模块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贴片机送料器中压料盖的俯视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贴片机送料器中压料盖和烧录连接组件的模块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贴片机送料器另一实施例的模块示意图。

[0017]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9] 参考图1~3，图1为本发明贴片机送料器一实施例的模块示意图；图2为本发明贴片

机送料器中压料盖的俯视图；图3为本发明贴片机送料器中压料盖和烧录连接组件的模块

示意图。本发明一实施例提供一种贴片机送料器，该贴片机送料器包括：料带输送模块1、压

料盖2及烧录连接组件3。

[0020] 料带输送模块1包括料带输送轨道11，以用于输送Flash。应当说明的是，料带输送

模块1中的料带输送轨道11呈循环式滚动，以将Flash由上料口运送至出料口。贴片机的吸

嘴可以从出料口处吸取Flash，以进行下一步表面贴装工序。料带输送模块1的料带输送轨

道11可以是皮带或者其他的能够带动Flash由上料口至出料口的运输组件。料带输送模块1

的动力组件12可以是驱动马达等动力组件，只要其能够带动皮带循环转动即可。

[0021] 压料盖2大致设在贴片机送料器的出料口处。压料盖2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将Flash

中的封装膜撕开，使得Flash裸露出来，以便于后续的进行软件烧录及贴片机吸嘴5吸取等

工序。在本实施例中，压料盖2开设有撕膜窗口21。Flash的封装膜从撕膜窗口21处与Flash

分离，以使得Flash裸露出来，从而使得烧录模块4可以对Flash进行软件烧录。烧录完成之

后的Flash即可为贴片机吸嘴5吸取，以进行下一步的表面贴装操作。为了使得撕膜工序、烧

录模块与贴片机吸嘴5能够同时进行工作，以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地，压料盖2还增设有：

供烧录连接组件3与料带输送轨道11上的Flash进行连接的烧录窗口22，及供贴片机吸嘴5

取料的取料窗口23。为方便表述，在本实施例中，以料带输送模块1的输送方向为参考，取料

窗口23位于撕膜窗口21之后，且烧录窗口22位于取料窗口23与撕膜窗口21之间。Flash在撕

膜窗口21与封装膜分离后，随着料带输送轨道11流转至烧录窗口22进行烧录。烧录完成之

后，Flash进而流转至取料窗口23，以供贴片机吸嘴5取料。压料盖2增设两个窗口，使得撕膜

工序、烧录模块与贴片机吸嘴5能够同时工作，从而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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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烧录模块4用于将软件程序烧录至Flash。在本实施例中，烧录模块4为设在贴片机

送料器外部的控制器。该控制器可以是专用的烧录工具，以将预设的软件程序烧录至Flash

当中。烧录模块4的烧录输出端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之间通过烧录连接组件3连接起来。在

本实施例中，当Flash被撕掉封装膜之后，烧录连接组件3将烧录模块4的烧录输出端与

Flash的烧录输入端电连接。然后烧录模块4再启动烧录程序，即可实现将软件程序烧录至

Flash当中。为了不干涉后续的贴片机吸取Flash，在本实施例中，当软件烧录完成之后，烧

录连接组件3则将烧录模块4的烧录输出端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断开电连接，以使得烧录

完成后的Flash即可流转到取料窗口23，为贴片机吸嘴5所吸取。具体地，烧录连接组件3包

括：与烧录模块4的烧录输出端电连接并可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接触或分离的插针31，及

用于带动插针31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接触或分离的插针驱动组件32。当识别到Flash流转

至烧录窗口22，插针驱动组件32驱动插针31靠近Flash的烧录输入端并使得烧录输入端与

烧录模块4的烧录输出端电连接。当烧录模块4完成烧录之后，插针驱动组件32驱动插针31

离开Flash的烧录输入端，并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使得Flash的烧录输入端与烧录模块4的烧

录输出端断开电连接，从而方便后续贴片机取料。应当说明的是，插针驱动组件32作为插针

31的驱动组件，用于驱动插针31移动位置。在本实施例中，插针驱动组件32包括：电磁继电

器321，及当Flash被撕膜后控制电磁继电器321得电并当烧录完成后控制电磁继电器321断

电的控制模块322。其中，电磁继电器321的受控端与控制模块322的控制信号输出端连接，

电磁继电器321的输出端与插针31连接。当电磁继电器321得电时，电磁继电器321的输出端

带动插针31靠近并与Flash的烧录输入口连接。当电磁继电器321断电时，电磁继电器321的

输出端带动插针31移动并与Flash的烧录输入口断开连接。应当说明的是电磁继电器321的

受控端为低压控制端，当控制模块322输出高电平时，电磁继电器321得电并产生磁场，使得

金属片被吸住，此时，插针31也随之下压，从而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接触，从而使得烧录模

块4的烧录输出端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电连接。当烧录完成之后，控制模块322则输出低电

平，使得电磁继电器321失电，金属片回弹，从而带动插针31上移，从而使得烧录模块4的烧

录输出端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断开电连接。

[0023] 本发明提供的贴片机送料器，该贴片机送料器通过在压料盖2处增加烧录连接组

件3，使得Flash在撕膜窗口21被撕掉封装膜之后，烧录连接组件3能够将烧录模块4的烧录

输出端与Flash的烧录输入端电连接，以使得Flash在贴片机送料器上即可完成将软件烧录

至Flash当中去。当烧录完成之后，烧录连接组件3将烧录模块4的烧录输出端与Flash的烧

录输入端断开电连接，以使得Flash能够被后续的贴片机的吸嘴所取料。本发明能够在送料

阶段完成烧录工序，无须另外开设流水线进行软件烧录，以大大地提高了整个生产工序的

效率，并降低设备的成本。

[0024] 参考图4，图4为本发明贴片机送料器另一实施例的模块示意图。更进一步地，贴片

机送料器还包括用于将封装膜回卷的封装膜回卷机构6。封装膜回卷机构6靠近撕膜窗口

21。为了使得Flash的封装膜被撕掉之后能够得到有效的回收，在本实施例中，在压料盖2的

撕膜窗口21附近设置封装膜回卷机构6。封装膜回卷机构6对被分离出来的封装膜进行回

卷，从而避免被分离的封装膜散落在流水线上。

[0025]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本发

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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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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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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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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