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610299.2

(22)申请日 2018.09.29

(73)专利权人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519000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

10号厂房1一楼-1、二、三、四楼

(72)发明人 黎勇　陈坤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肖宇扬　付静

(51)Int.Cl.

B32B 38/1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上料撕膜机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上料撕膜机构，其包括操

作底架、乒乓上料机构、搬运机构和撕膜机构，所

述乒乓上料机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搬

运机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撕膜机构安

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乒乓上料机构包括上

料料盘、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和料盘横向切换单

元，所述上料料盘设有若干个，所述料盘上升驱

动单元固定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料盘上升驱

动单元驱动所述上料料盘向所述搬运机构方向

移动；所述搬运机构夹持所述上料料盘上的待撕

膜产品向撕膜机构移动。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

用新型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及产品合

格率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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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操作底架、乒乓上料机构、搬运机构和撕膜机构，

所述乒乓上料机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搬运机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撕

膜机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乒乓上料机构包括上料料盘、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和料

盘横向切换单元，所述上料料盘设有若干个，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固定在所述操作底架

上，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驱动所述上料料盘向所述搬运机构方向移动；所述搬运机构夹

持所述上料料盘上的待撕膜产品向撕膜机构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包括驱动电

机、丝杠、顶升结构，所述驱动电机通过所述丝杠带动所述顶升结构上下移动，所述顶升结

构与所述上料料盘为可分离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升结构可依次穿过所述操作

底架、料盘横向切换单元后与所述上料料盘可分离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料盘横向切换单元上沿顶

升结构移动方向设有若干个导向柱，所述上料料盘在所述导向柱上移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切换单元包括X轴滑轨、X

轴气缸、安装座，所述X轴气缸驱动安装座在所述X轴滑轨上移动，所述上料料盘沿X轴方向

上设有若干个，所述上料料盘滑动固定在所述安装座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底架上设有安装座到位检

测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搬运机构包括Z轴伸缩气缸、Y

轴导轨、伸缩气缸安装座、Y轴步进电机和机械手，所述Y轴导轨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

述Y轴步进电机驱动所述伸缩气缸安装座在所述Y轴导轨上移动，所述Z轴伸缩气缸安装在

所述伸缩气缸安装座上，所述Z轴伸缩气缸带动所述机械手沿Z轴方向移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为真空吸盘组件，所述

真空吸盘组件包括连接板、直线轴承、安装板和若干吸盘，所述连接板与所述安装板之间设

有等高螺丝，所述连接板与所述安装板之间设有直线轴承；所述安装板上安装有若干吸盘。

9.根据权利要求7或8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操作底架上设有机械手缓

冲结构。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上料撕膜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撕膜机构包括X轴导轨、撕膜

步进电机、夹爪安装座、夹爪单元和撕膜感应器组件，所述X轴导轨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

所述撕膜步进电机驱动所述夹爪安装座在所述X轴导轨上移动，所述夹爪单元安装在所述

夹爪安装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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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料撕膜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3C产品生产自动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上料撕膜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3C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很多中间产品表面贴附有保护膜，在其后续加工时，

该保护膜需要去除。保护膜的去除大多数采用人工撕膜，人为干预比较多，且产品在人工操

作、周转等过程中，容易造成产品损坏(或表面受污染)，不利于后续产品的加工，甚至不能

后续加工；同时人工操作效率低，增加生产制造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是鉴于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自动

化、效率高的上料撕膜机构。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上料撕膜机构，其包括操作底架、乒

乓上料机构、搬运机构和撕膜机构，所述乒乓上料机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搬运机

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撕膜机构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乒乓上料机构包括

上料料盘、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和料盘横向切换单元，所述上料料盘设有若干个，所述料盘上

升驱动单元固定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驱动所述上料料盘向所述搬运

机构方向移动；所述搬运机构夹持所述上料料盘上的待撕膜产品向撕膜机构移动。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包括驱动电机、丝杠、顶升结构，所述驱动电机

通过所述丝杆带动所述顶升结构上下移动，所述顶升结构与所述上料料盘为可分离接触。

[0006] 优选地，所述顶升结构可依次穿过所述操作底架、料盘横向切换单元后与所述上

料料盘可分离接触。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料盘横向切换单元上沿顶升结构移动方向设有若干个导向柱，所

述上料料盘在所述导向柱上移动。

[0008] 优选地，所述横向切换单元包括X轴滑轨、X轴气缸、安装座，所述X轴气缸驱动安装

座在所述X轴滑轨上移动，所述上料料盘沿X轴方向上设有若干个，所述上料料盘滑动固定

在所述安装座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操作底架上设有安装座到位检测单元。

[0010] 优选地，所述搬运机构包括Z轴伸缩气缸、Y轴导轨、伸缩气缸安装座、Y轴步进电机

和机械手，所述Y轴导轨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Y轴步进电机驱动所述伸缩气缸安装

座在所述Y轴导轨上移动，所述Z轴伸缩气缸安装在所述伸缩气缸安装座上，所述Z轴伸缩气

缸带动所述机械手沿Z轴方向移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机械手为真空吸盘组件，所述真空吸盘组件包括连接板、直线轴

承、安装板和若干吸盘，所述连接板与所述安装板之间设有等高螺丝，所述连接板与所述安

装板之间设有直线轴承；所述安装板上安装有若干吸盘。

[0012] 优选地，所述操作底架上设有机械手缓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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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地，所述撕膜机构包括X轴导轨、撕膜步进电机、夹爪安装座、夹爪单元和撕

膜感应器组件，所述X轴导轨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撕膜步进电机驱动所述夹爪安装

座在所述X轴导轨上移动，所述夹爪单元安装在所述夹爪安装座上。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设有乒乓上料机构、搬运机构和撕膜机构，从产品上

料到撕膜全程自动化进行，无需人工参与，有效地提高了上料撕膜工艺的生产效率，提高产

品合格率。设有料盘横向切换单元，上料料盘设有多个，当搬运机构在处理某个料盘的产品

时，空闲的料盘可以进行填料，有效地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进而有效地撕膜的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乒乓上料机构的一个视角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乒乓上料机构的另一个视角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乒乓上料机构去除操作底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机械手缓冲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搬运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真空吸盘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8为撕膜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实施，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0024] 一种上料撕膜机构，其包括操作底架1、乒乓上料机构2、搬运机构3和撕膜机构4，

所述乒乓上料机构2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1上，所述搬运机构3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1上，所

述撕膜机构4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1上；所述乒乓上料机构2包括上料料盘5、料盘上升驱动

单元和料盘横向切换单元，所述上料料盘5设有若干个，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固定在所述

操作底架1上，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驱动所述上料料盘5向所述搬运机构3方向移动；所述

搬运机构3夹持所述上料料盘5上的待撕膜产品向撕膜机构4移动。

[0025]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简化结构和更加高效地利用设备，料盘横向切换单元将需要

上料的上料料盘移送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其他空闲上料料盘进行补料或者其他操作，有

效地缩短设备等候时间，从而有效地提高上料的效率。

[0026] 实施例一

[0027] 所述料盘上升驱动单元包括驱动电机21、丝杠22、顶升结构23，所述驱动电机21通

过所述丝杆22带动所述顶升结构23上下移动，所述顶升结构23与所述上料料盘5为可分离

接触。

[0028] 顶升结构23是固定在所述丝杆22上：

[0029] (1)当上料料盘需要上升的时候，顶升结构与所述上料料盘紧密接触，丝杆带动顶

升结构连同上料料盘一起上升运动；

[0030] (2)当上料料盘上的产品已抓取完毕时，所述丝杆带动顶升结构连同上料料盘向

下运动，上料料盘落在所述料盘横向切换单元后，顶升结构继续向下运动直到退出料盘横

向切换单元；随后料盘横向切换单元将新的上料料盘移送到顶升结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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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其中顶升结构的实现一种方式：所述顶升结构可依次穿过所述操作底架1、料盘横

向切换单元后与所述上料料盘5可分离接触。具体来说，顶升结构包括顶升块231和顶升杆

23，所述顶升块231固定在所述丝杆22上，所述顶升块231上固定有顶升杆23，与所述顶升杆

23对应的在所述操作底架1上设有顶升孔20，所述顶升杆23穿过所述顶升孔20与所述上料

料盘5接触。

[0032] 为了使所述顶升杆运动更加平稳，所述顶升块231处设有顶升导向柱232。

[0033] 需要说明的是，顶升结构的实现方式不作特别限定，只要实现顶升结构与所述上

料料盘可分离式接触，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也就是说，顶升结构完成移动上料料

盘后，通过料盘横向切换单元可以将所述上料料盘之间进行自动切换。

[0034] 为了提高自动化程度以及提高工作效率，料盘上升驱动单元还包括检测单元24和

顶升结构检测单元29，所述检测单元24用于检测上料料盘内是否有待撕膜产品，所述顶升

结构检测单元29用于检测顶升结构的位置情况。当检测单元检测到还有产品时，顶升结构

带动上料料盘继续上升运动；当检测单元检测无产品时，顶升结构开始向下运动。

[0035] 实施例二

[0036] 所述横向切换单元包括X轴滑轨251、X轴气缸26、安装座25，所述X轴气缸26驱动安

装座25在所述X轴滑轨251上移动，所述上料料盘5沿X轴方向上设有若干个，所述上料料盘5

滑动固定在所述安装座25上。

[0037] 为了使X轴气缸运动更加精确和顶升结构与上料料盘位置对位推升准确，所述X轴

滑轨251两端设有到位检测单元28。

[0038] 所述料盘横向切换单元上沿顶升结构移动方向设有若干个导向柱52，所述上料料

盘5在所述导向柱52上移动。

[0039] 为了使上料料盘内的待撕膜产品放置更加平稳牢固，所述上料料盘处设有叠加架

51。

[0040] 实施例三

[0041] 所述搬运机构包括Z轴伸缩气缸33、Y轴导轨31、伸缩气缸安装座35、Y轴步进电机

32和机械手34，所述Y轴导轨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Y轴步进电机驱动所述伸缩气缸

安装座在所述Y轴导轨上移动，所述Z轴伸缩气缸安装在所述伸缩气缸安装座上，所述Z轴伸

缩气缸带动所述机械手沿Z轴方向移动。

[0042] 所述机械手34为真空吸盘组件，所述真空吸盘组件包括连接板344、直线轴承345、

安装板343和若干吸盘(图中未示出)，所述连接板与所述安装板之间设有等高螺丝346，所

述连接板与所述安装板之间设有直线轴承345；所述安装板上安装有若干吸盘。

[0043] 设有等高螺丝和直线轴承，可以有效地缓冲机械手与所述待撕膜产品之间的接触

冲击力，避免产品在搬运过程中夹伤或其他损伤。

[0044] 此外，所述伸缩气缸安装座35上设有气压检测单元，所述气压检测单元用于检测

吸盘是否工作正常。

[0045] 为了更好地保护机械手以及待撕膜产品，所述操作底架1上设有机械手缓冲结构

6，所述真空吸盘组件还包括缓冲单元，所述缓冲单元安装在所述安装板上，所述机械手缓

冲结构上亦设有底架缓冲单元，所述缓冲单元与所述底架缓冲单元配合使用。

[0046] 所述撕膜机构包括X轴导轨、撕膜步进电机43、夹爪安装座42、夹爪单元44和撕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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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应器组件41，所述X轴导轨安装在所述操作底架上，所述撕膜步进电机驱动所述夹爪安装

座在所述X轴导轨上移动，所述夹爪单元安装在所述夹爪安装座上。当撕膜感应器组件感应

到有搬运机构将产品搬运至撕膜处时，撕膜步进电机带动夹爪安装座移动到相应的位置

(或预设位置)，同时启动夹爪单元进行撕膜操作。

[0047] 需要说明的是，夹爪单元的具体结构在本实用新型中不作特别限定，可以采用现

有技术中通用的夹爪结构，在此就不详细阐述。

[004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设有乒乓上料机构、搬运机构和撕膜机构，从产品上

料到撕膜全程自动化进行，无需人工参与，有效地提高了上料撕膜工艺的生产效率，提高产

品合格率。设有料盘横向切换单元，上料料盘设有多个，当搬运机构在处理某个料盘的产品

时，空闲的料盘可以进行填料，有效地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进而有效地撕膜的生产效率。

[0049] 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如果对本实用新型的各种改动或变形不脱

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倘若这些改动和变形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和等同技术

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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