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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压条机，针对面板灯的

压条靠人力装配劳动强度高的问题，提供一种面

板灯专用压条机，包括压装机构、控制部分和传

送底座，面板灯的四边放好压条后将面板灯放上

传送底座，压装机构由横压机构和一对侧压机构

组成，横压机构包括一横跨在传送底座上方的模

组，模组侧边设有可沿模组横向移动的下压气

缸，一对侧压机构分别设在面板灯两条竖边的压

条槽的运动路径上，控制部分包括控制箱、传感

器，控制箱内设有PLC系统，其中模组、下压气缸、

侧压机构、传感器均控制连接控制箱。本实用新

型通过两次横向压装和一次竖向压装完成面板

灯四边压条的压装，整个压装过程在PLC系统和

传感器的配合下自动完成，方便快捷、精准高效。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210850996 U

2020.06.26

CN
 2
10
85
09
96
 U



1.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包括压装机构、控制部分和用于输送面板灯（10）的传送底

座（1），其特征在于，面板灯（10）的四边设有压条槽，压条（101）放在压条槽上，面板灯（10）

放在传送底座（1）上，压装机构由横压机构和一对侧压机构（7）组成，横压机构包括一横跨

在传送底座（1）上方的模组（5），模组（5）侧边设有可沿模组（5）横向移动的下压气缸（6），一

对侧压机构（7）分别设在面板灯（10）两条竖边的压条槽的运动路径上，控制部分包括控制

箱（9）、传感器，控制箱（9）设在传送底座（1）侧边，控制箱（9）内设有PLC系统，其中模组（5）、

下压气缸（6）、侧压机构（7）、传感器均控制连接控制箱（9），传感器包括定位传感器、下压传

感器和侧压传感器，定位传感器检测到面板灯（10）横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缸（6）所在横

线下方时通过PLC系统开启模组（5），下压传感器感应到下压气缸（6）下方有面板灯（10）横

边压条槽时通过PLC系统使下压气缸（6）下压，侧压传感器检测到面板灯（10）竖边压条槽运

动到侧压机构（7）正下方时通过PLC系统使侧压机构（7）下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控制部分还包括定位气

缸（4），定位气缸（4）设在模组（5）中间，定位气缸（4）也控制连接控制箱（9），所述定位传感

器检测到面板灯（10）横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缸（6）所在横线下方时通过PLC系统控制使

定位气缸（4）下压停住面板灯（10），定位气缸（4）下方设有定位平台（4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下压气缸（6）和侧压机

构（7）下方均设置轮子（62），轮子（62）转向与下压气缸（6）、侧压机构（7）的压装方向一致，

压装压条（101）时轮子（62）与压条（101）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面板灯专用压条机还包

括导向机构，导向机构包括固定导向机构（2），固定导向机构（2）为长条形，固定在传送底座

（1）的任意一侧或者两侧，面板灯（10）一竖边贴靠任意一侧的固定导向机构（2）放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导向机构还包括移动导

向机构（3），横压机构两侧均设有移动导向机构（3），移动导向机构（3）包括两条相互平行的

固定横边（31）和一个设在固定横边（31）上的活动板（32），固定横边（31）横跨在传送底座

（1）上方，活动板（32）起始位置设在远离面板灯（10）的一侧与两个固定横边（31）组成U形，

活动板（32）呈L形，L形一边为水平边设在固定横边（31）上方、另一边为竖直边朝下设置，传

送面板灯（10）时活动板（32）沿固定横边（31）横向移动，调节至其与面板灯（10）贴靠的固定

导向机构（2）间的距离适配面板灯（10）的横向长度。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活动板（32）的竖直边底

部和固定导向机构（2）底部设有若干圆柱体增厚垫（322），增厚垫（322）沿长度方向排列，活

动板（32）和固定导向机构（2）均通过增厚垫（322）侧边与面板灯（10）侧边接触。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一对侧压机构（7）对称

放置，一个位于传送底座（1）的面板灯（10）贴靠侧，另一个位于横压机构在传送后方一侧的

移动导向机构（3）的活动板（32）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模组（5）包括皮带（51）、

皮带机和支架（53），支架（53）横跨在传送底座（1）上，皮带机一端设有电机（52），皮带（51）

套设在皮带机上，皮带机设在支架（53）上方，皮带机上扣设有一个倒U形支架（54），倒U形支

架（54）的底边内部设有皮带通道（541），皮带（51）穿过皮带通道（541）并被夹紧，倒U形支架

（54）的两个侧边内部设有凹槽，皮带机上设有适配的凸起条，凸起条位于凹槽内，下压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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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定在倒U形支架（54）的侧边外部，电机（52）带动皮带（51）后再通过皮带（51）带动下压

气缸（6）横向移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定位传感器为对射式传

感器（11），对射式传感器（11）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光轴相对设置在传送底座（1）的两条侧边

上，对射式传感器（11）的光线经过下压气缸（6）正下方，对射式传感器（11）的光线到传送底

座（1）的距离小于面板灯（10）的厚度。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所述的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其特征在于，面板灯（10）的

一条横边上设有凸起的插头（102），传感器包括插头传感器，插头传感器设在下压气缸（6）

上，下压气缸（6）压装过程中，插头传感器感应到插头（102）会使下压气缸（6）上提，经过插

头（102）后再使下压气缸（6）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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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压条机，尤其是涉及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LED侧发光面板灯生产老化过程中，后盖背板装配靠螺丝紧固的方式衍生

到无螺丝紧固的方式，节约成本和方便产品安装。例如，在公开号为CN206398518U的专利

《一种框架压条固定背板式的LED面板灯》中，公开了一种框架压条固定背板式的LED面板

灯，包括铝框架，所述铝框架顶部的一侧固定连接有斜面卡位板，并且铝框架靠近斜面卡位

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LED灯组件，所述铝框架的顶部且位于斜面卡位板的右侧固定连接有

透明导光体，所述透明导光体和斜面卡位板的顶部且与LED灯组件相对应的位置均固定连

接有光源扩散体，所述光源扩散体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反光纸，该实用新型涉及LED照明技术

领域。该框架压条固定背板式的LED面板灯，降低了使用螺丝的数量，防止了造成较大的资

源浪费，减少了人工成本的支出，避免了螺丝直接对背板进行锁紧，极大的提高了背板的平

整性，有效的防止背板鼓起，提高了IP等级，满足了生产的需要。但是无螺丝紧固的方式的

实现主要靠压条和边框的过盈配合，达到固定后盖板的效果，装配过程中，过盈配合的结构

靠人力装配，劳动强度比较高，且效率慢。据此需要一种理想的技术结构解决以上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为了克服面板灯的压条靠人力装配，劳动强度高且效率低的问题，提

供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通过压装机构和PLC系统的控制自动完成面板灯的压条装配，简

单高效。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包括压装机构、控制部分和用于输送面板灯的传送底座，

面板灯的四边设有压条槽，压条放在压条槽上，面板灯放在传送底座上，压装机构由横压机

构和一对侧压机构组成，横压机构包括一横跨在传送底座上方的模组，模组侧边设有可沿

模组横向移动的下压气缸，一对侧压机构分别设在面板灯两条竖边的压条槽的运动路径

上，控制部分包括控制箱、传感器，控制箱设在传送底座侧边，控制箱内设有PLC系统，其中

模组、下压气缸、侧压机构、传感器均控制连接控制箱，传感器包括定位传感器、下压传感器

和侧压传感器，定位传感器检测到面板灯横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缸所在横线下方时通过

PLC系统开启模组，下压传感器感应到面板灯横边压条槽时通过PLC系统使下压气缸下压，

侧压传感器检测到面板灯竖边压条槽运动到侧压机构正下方时通过PLC系统使侧压机构下

压。

[0006] 面板灯上放好压条后再放在传送底座上，启动面板灯专用压条机，传送底座开始

输送面板灯。面板灯第一条横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缸所在横线下方时，触发定位传感器，

在PLC系统的作用下，模组启动使下压气缸横向移动，当下压传感器检测到下压气缸下方有

面板灯横边压条槽时下压气缸下压，压完第一条横边后，PLC系统接着执行程序，面板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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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往前输送，侧压传感器检测到面板灯竖边压条槽运动到侧压机构正下方时使侧压机构下

压，面板灯在前进过程中就完成了两条竖边压条的压装，面板灯第二条横边压条槽运动到

下压气缸正下方时，再次触发定位传感器，下压气缸压装第二条横边，面板灯四条边均完成

压装。整个压装过程通过压装机构和PLC系统配合自动完成，方便快捷、精准高效，大大节省

了压装的工作量和时间。

[0007] 作为优选，控制部分还包括定位气缸，定位气缸设在模组中间，定位气缸也控制连

接控制箱，所述定位传感器检测到面板灯横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缸所在横线下方时通过

PLC系统控制使定位气缸下压停住面板灯，定位气缸下方设有定位平台。定位气缸停住面板

灯，可以防止传送底座停下后面板灯继续往前运动造成的轻微的定位偏差，定位气缸下方

设置定位平台可以增加其与面板灯的接触面积，更有利于固定住面板灯。

[0008] 作为优选，下压气缸和侧压机构下方均设置轮子，轮子转向与下压气缸、侧压机构

的压装方向一致，压装压条时轮子与压条接触。轮子与压条接触，挤压过程中的摩擦力为滚

动摩擦，压装更顺畅，也可以防止侧压机构在压装过程中与面板灯摩擦力过大引起的传送

不顺畅。

[0009] 作为优选，面板灯专用压条机还包括导向机构，导向机构包括固定导向机构，固定

导向机构为长条形，固定在传送底座的任意一侧或者两侧，面板灯一竖边贴靠任意一侧的

固定导向机构放置。面板灯一侧贴靠固定导向机构，可以有效防止面板灯发生横向偏移，整

个输送过程更稳定。

[0010] 作为优选，导向机构还包括移动导向机构，横压机构两侧均设有移动导向机构，移

动导向机构包括两条相互平行的固定横边和一个设在固定横边上的活动板，固定横边横跨

在传送底座上方，活动板起始位置设在远离面板灯的一侧与两个固定横边组成U形，活动板

呈L形，L形一边为水平边设在固定横边上方、另一边为竖直边朝下设置，传送面板灯时活动

板沿固定横边横向移动，调节至其与面板灯贴靠的固定导向机构间的距离适配面板灯的横

向长度。为了进一步防止面板灯的横向偏移，设置移动导向机构，其上的活动板可以调节，

以适应不同宽度的面板灯，活动板与固定导向机构配合将面板灯夹在其中，面板灯横向的

移动被限制。

[0011] 作为优选，活动板的竖直边底部和固定导向机构底部设有若干圆柱体增厚垫，增

厚垫沿长度方向排列，活动板和固定导向机构均通过增厚垫侧边与面板灯侧边接触。活动

板与固定导向机构配合将面板灯夹在其中，通过圆柱体增厚垫的侧面与面板灯侧面接触，

可以减小接触面积，减小摩擦力，传送更顺畅。

[0012] 作为优选，一对侧压机构对称放置，一个位于传送底座的面板灯贴靠侧，另一个位

于横压机构在传送后方一侧的移动导向机构的活动板上。固定导向机构和活动板分别贴靠

面板灯两侧，侧压机构分别设在固定导向机构所在的传送底座和活动板上，方便侧压机构

的定位。

[0013] 作为优选，模组包括皮带、皮带机和支架，支架横跨在传送底座上，皮带机一端设

有电机，皮带套设在皮带机上，皮带机设在支架上方，皮带机上扣设有一个倒U形支架，倒U

形支架的底边内部设有皮带通道，皮带穿过皮带通道并被夹紧，倒U形支架的两个侧边内部

设有凹槽，皮带机上设有适配的凸起条，凸起条位于凹槽内，下压气缸固定在倒U形支架的

侧边外部，电机带动皮带后再通过皮带带动下压气缸横向移动。下压气缸的横向移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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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运动实现，为了防止倒U形支架移动过程中侧翻，倒U形支架的两个侧边内部设有凹槽，

与皮带机上的凸起条配合。

[0014] 作为优选，定位传感器为对射式传感器，对射式传感器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光轴相

对设置在传送底座的两条侧边上，对射式传感器的光线经过下压气缸正下方，对射式传感

器的光线到传送底座的距离小于面板灯的厚度。对射式传感器可辨别不透明的反光物体，

有效距离大，不易受干扰，响应时间快，当被检测物体经过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且阻断光线

时，就产生了开关信号，传送给PLC系统可以触发事先设好的动作。本实用新型中，面板灯第

一条横边到达对射式传感器时，阻断光线产生信号触发PLC系统预先设好的下一步程序，实

现横压机构对第一条横边上的压条的压装，面板灯第二条横边刚要离开对射式传感器时，

光线通路再次产生信号，触发PLC系统预先设好的下一步程序，实现横压机构对第二条横边

上的压条的压装。

[0015] 作为优选，面板灯的一条横边上设有凸起的插头，传感器包括插头传感器，插头传

感器设在下压气缸上，下压气缸压装过程中，插头传感器感应到插头会使下压气缸上提，经

过插头后再使下压气缸下压。

[0016]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本实用新型通过两次横向压装和一次竖

向压装完成面板灯四边压条的压装，整个压装过程在PLC系统和传感器的控制下自动完成，

方便快捷、精准高效，大大节省了压装的工作量和时间；（2）下压气缸和侧压机构下方均设

置轮子，压装压条时轮子与压条接触，摩擦力为滚动摩擦，整个挤压过程更顺畅；（3）固定导

向机构和活动导向机构配合可以限制面板灯的横向移动，有利于侧压机构的准确压装；（4）

活动板与固定导向机构配合将面板灯夹在其中，通过圆柱体增厚垫的侧面与面板灯侧面接

触，可以减小接触面积，减小摩擦力，面板灯的传送更顺畅。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面板灯和压条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分解图。

[0020] 图4是移动导向机构的仰视图。

[0021] 图中：1、传送底座，2、固定导向机构，3、移动导向机构，31、固定横边，32、活动板，

321、减速传感器，322、增厚垫，4、定位气缸，41、定位平台，5、模组，51、皮带，52、电机，53、支

架，54、倒U形支架，541、皮带通道，6、下压气缸，61、平台，62、轮子，  7、侧压机构，71、安装

座，8、按钮，9、控制箱，10、面板灯，101、压条，102、插头，11、对射式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3] 如图1所示，长方形的面板灯10有两条竖边和两条横边，对应地，分别有两条短压

条101和两条长压条101与之配合。压条101下方设有凹槽，面板灯10的四边设有凸起，凹槽

与凸起过盈配合，所以人工装配费时费力。面板灯10的一条横边中间设有一个凸起的插头

102，装在该边的压条101中间位置也相应有一个缺口供插头102穿过。人工先将四个压条

101分别预装一段在面板灯10的四边，完成后将其放置到面板灯专用压条机中进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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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装。

[0024] 如图2、3所示，一种面板灯专用压条机，包括压装机构、控制部分和用于输送面板

灯10的传送底座1，传送底座1通过皮带传送，传送底座1的两侧设有固定导向机构2，固定导

向机构2为长条形，可以任意数量首尾拼接适应不同长度，预装好压条101的面板灯10一条

竖边紧靠传送底座1的侧边放置在传送底座1上，固定导向机构2可以有效约束面板灯10发

生横向移动，防止面板灯10输送过程中超出传送底座1。为了进一步防止面板灯10的横向偏

移，还设置了移动导向机构3，移动导向机构3包括两条相互平行的固定横边31和一个设在

固定横边31上的活动板32，固定横边31两端设有支脚，使固定横边31悬空横跨在传送底座1

上方，面板灯10能从其下方通过；活动板32起始位置设在远离面板灯10的一侧与两个固定

横边31组成U形，活动板32呈L形，L形一边为水平边设在固定横边31上方、另一边为竖直边

朝下设置，活动板32的水平边下侧设有沿长度方向的凹槽，固定横边31上表面设有凸起，活

动板32的凹槽容纳固定横边31的凸起，并可以相互滑移，需要传送面板灯10时活动板32沿

固定横边31横向移动，调节至其与面板灯10贴靠的固定导向机构2间的距离适配面板灯10

的横向长度后固定住活动板32，活动板32与固定导向机构2配合限制面板灯10的两条侧边，

面板灯10无法横向移动。活动板32可以调节的好处是能适应不同宽度的面板灯10。为了方

便确定活动板32的固定位置，固定横边31侧边可以设置刻度。为了减小活动板32和固定导

向机构2对面板灯10侧面的摩擦力，如图3、4所示，活动板32的竖直边底部和固定导向机构2

底部设有若干圆柱体增厚垫322，增厚垫322沿长度方向排列，活动板32和固定导向机构2均

通过增厚垫322侧边与面板灯10侧边接触。活动板32与固定导向机构2通过圆柱体增厚垫

322的侧面与面板灯10侧面接触，可以减小接触面积，减小摩擦力，传送更顺畅。

[0025] 压装机构由一个横压机构和一对侧压机构7组成，横压机构包括一横跨在传送底

座1上方的模组5，模组5包括皮带51、皮带机和支架53，支架53两侧设有支脚，使支架53悬空

横跨在传送底座1上方，面板灯10能从其下方通过，皮带机一端设有电机52，具体为24V直流

式电机52，皮带51套设在皮带机上，皮带机设在支架53上方，皮带机上扣设有一个倒U形支

架54，倒U形支架54的底边内部设有皮带通道541，皮带51穿过皮带通道541并被夹紧，倒U形

支架54的两个侧边内部设有凹槽，皮带机上设有适配的凸起条，凸起条位于凹槽内，下压气

缸6固定在倒U形支架54的侧边外部，电机52带动皮带51后再通过皮带51带动下压气缸6横

向移动。下压气缸6的横向移动通过皮带运动实现，为了防止倒U形支架54移动过程中侧翻，

倒U形支架54的两个侧边内部设有凹槽，与皮带机上的凸起条配合。下压气缸6下压将压条

101压入面板灯10横边。为了增加横压过程的顺滑性，下压气缸6的活塞下方设有平台61，平

台61下方设有轮子62，一根平行于传动底座1侧边的轴穿过平台61和轮子62中心，通过固定

件将轮子62固定在平台61上，轮子62可绕轴转动，轮子62与压条101接触使摩擦变为滚动摩

擦，比滑动摩擦小。轮子62可以根据需要并列设置1-3个。侧压机构7为气缸，结构与下压气

缸6相同，也是气缸下方设有平台61，平台61下方设有轮子62，侧压机构7的轮子62与下压气

缸6的轮子62方向垂直。一对侧压机构7对称放置，传送底座1的面板灯10贴靠侧设有一安装

座71，一个侧压机构7固定在安装座71上。前文所述的移动导向机构3有两个，分别设在横压

机构两侧，另一个侧压机构7就设在横压机构在传送后方一侧的移动导向机构3的活动板32

上，两个侧压机构7的轮子62分别位于面板灯10两条竖边压条101的运动路径的上方。侧压

机构7贴靠模组5设置，可以在面板灯10第两条横边压条101压装前完成两条竖边压条10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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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装。

[0026] 控制部分包括控制箱9、按钮8和传感器，按钮8设在传送底座1侧边，用于开关本面

板灯专用压条机，控制箱9设在按钮8旁边，控制箱9上设有控制面板用于输入工作参数，控

制箱9内设有PLC系统，其中模组5、下压气缸6、侧压机构7、传感器均控制连接控制箱9，传感

器包括定位传感器、下压传感器、侧压传感器、减速传感器321和插头传感器。定位传感器为

对射式传感器11，对射式传感器11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光轴相对设置在传送底座1的两条侧

边上，对射式传感器11的光线经过下压气缸6正下方，对射式传感器11的光线到传送底座1

的距离小于面板灯10的厚度。对射式传感器11可辨别不透明的反光物体，有效距离大，不易

受干扰，响应时间快，当被检测物体经过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且阻断光线时，就产生了开关

信号，传送给PLC系统可以触发事先设好的动作。本实用新型中，面板灯10第一条横边到达

对射式传感器11时，阻断光线产生信号触发PLC系统预先设好的下一步程序，实现横压机构

对第一条横边上的压条101的压装，面板灯10第二条横边刚要离开对射式传感器11时，光线

通路再次产生信号，触发PLC系统预先设好的下一步程序，实现横压机构对第二条横边上的

压条101的压装。为了让面板灯10在传送底座1停止时能及时停下，在活动板32底部设有减

速传感器321。下压传感器设在下压气缸6上，感应到下压气缸6下方有面板灯10横边压条槽

时通过PLC系统使下压气缸6下压；侧压传感器设在侧压机构7上，检测到面板灯10竖边压条

槽运动到侧压机构7正下方时通过PLC系统使侧压机构7下压；插头传感器设在下压气缸6

上，下压气缸6压装过程中，插头传感器感应到插头102会使下压气缸6上提，经过插头102后

再使下压气缸6下压。所述的下压传感器、侧压传感器、和插头传感器在图中未画出，均为现

有技术，可购得。

[0027] 控制部分还包括定位气缸4，定位气缸4设在模组5中间，定位气缸4也控制连接控

制箱9，所述定位传感器检测到面板灯10横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缸6所在横线下方时通过

PLC系统控制使定位气缸4下压停住面板灯10。定位气缸4下方设有定位平台41，定位平台41

直接与传送底座1接触，定位平台41可以增加与传送底座1的接触面积，有利于对传送底座1

的定位。定位气缸4位于下压气缸6的传送底座1传送方向一侧，定位气缸4设在下压气缸6后

方不会妨碍下压气缸6的运动。

[0028]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步骤为：面板灯10上放好压条101后一竖边贴靠固定导向机构2

放在传送底座1上，移动移动导向机构3的活动板32至触碰面板灯10另一竖边后固定住活动

板32。按下按钮8开启面板灯专用压条机，传送底座1开始输送面板灯10。面板灯10第一条横

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缸6所在横线下方时，触发定位传感器，在PLC系统的作用下，停下传

送底座1的同时使下压气缸6下压挡住面板灯10，接着启动模组5带动侧边的下压气缸6横向

移动，当下压传感器检测到下压气缸6下方有面板灯10横边压条槽时下压气缸6下压，压完

第一条横边后，PLC系统使下压气缸6上提、传送底座1启动，面板灯10继续往前输送，侧压传

感器检测到面板灯10竖边压条槽运动到侧压机构7正下方时使侧压机构7下压，面板灯10在

前进过程中就完成了两条竖边压条101的压装，面板灯10第二条横边压条槽运动到下压气

缸6正下方时，再次触发定位传感器，在PLC系统的作用下，先停下传送底座1，再启动模组5

带动侧边的下压气缸6横向往回移动，当下压传感器检测到下压气缸6下方有面板灯10横边

压条槽时下压气缸6下压，第二条横边上有凸起的插头102，下压气缸6上的插头传感器感应

到插头102时会使下压气缸6上提，经过插头102后再使下压气缸6下压，压完第二条横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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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系统使下压气缸6上提并横移回到初始位置，模组5完成一轮工作，传送底座1启动，面板

灯10继续往前输送，面板灯10四条边均完成压装。整个压装过程通过压装机构和PLC系统配

合自动完成，方便快捷、精准高效，大大节省了压装的工作量和时间。

[0029] 本实用新型先横向压装第一条横封条101，再同时压装两条竖向封条101，最后压

装第二条横封条101，完成面板灯四边封条101的压装，整个压装过程在PLC系统和传感器的

控制下自动完成，方便快捷、精准高效，大大节省了压装的工作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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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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