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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

备，校准机构设置在对齐校准导轨上，校准机构

与工作台之间设置有用于带动校准机构在对齐

校准导轨运动的校准滑移动力机构，工作台上部

两侧分别设置有物料转移导轨，物料转移座设置

在物料转移导轨上，工作台上设置有用于带动物

料转移座在物料转移导轨上运动的翻转台滑移

动力机构，工作台上设置有用于控制设备工作状

态的开关控制箱，开关控制箱与设备中的用电设

备电性连接。本发明能够使设备适合较大尺寸的

显示屏加工，贴合过程中变形量小，贴合面瑕疵

少，同时定位过程简单，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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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a)、对齐校准导轨(b)、校

准机构(c)、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物料转移座(e)、翻转台机构(f)、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

(g)、滚压箱机构(h)和开关控制箱(i)，所述工作台(a)两侧分别设置有对齐校准导轨(b)，

所述校准机构(c)设置在对齐校准导轨(b)上，所述校准机构(c)与工作台(a)之间设置有用

于带动校准机构(c)在对齐校准导轨(b)运动的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所述工作台(a)上部

两侧分别设置有物料转移导轨，所述物料转移座(e)设置在物料转移导轨上，所述工作台

(a)上设置有用于带动物料转移座(e)在物料转移导轨上运动的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g)，

所述物料转移座(e)上设置有翻转台机构(f)，所述工作台(a)内部一侧设置有滚压箱机构

(h)，所述工作台(a)上设置有用于控制设备工作状态的开关控制箱(i)，所述开关控制箱

(i)与设备中的用电设备电性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校准机构(c)

包括校准滑移龙门架(c1)和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c2)，所述校准滑移龙门架(c1)设置在对

齐校准导轨(b)上，所述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c2)设置在工作台(a)上方校准滑移龙门架

(c1)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校准滑移动力

机构(d)包括校准滑移动力电机(d1)和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所述工作台(a)两端分别

设置有校准滑移动力电机(d1)和校准滑移动力轴，所述校准滑移动力电机(d1)和校准滑移

动力轴之间通过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传动连接，所述校准机构(c)固设在校准滑移动

力传动带(d2)上。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物料转移座

(e)包括下固定座(e1)、上滑移座(e2)、高度调节电机(e3)，所述下固定座(e1)上部和上滑

移座(e2)下部分别设置有互补的斜面，所述下固定座(e1)侧部设置有高度调节电机(e3)，

所述高度调节电机(e3)的旋转轴上连接有高度调节丝杆(344)，所述上滑移座(e2)内设置

有高度调节螺套(343)，所述高度调节丝杆(344)穿过高度调节螺套(343)。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台机构

(f)包括翻转台板(f1)和翻转电机(f2)，所述翻转台板(f1)两侧分别设置有翻转轴，所述翻

转轴设置在物料转移座(e)上，所述翻转电机(f2)固设在物料转移座(e)上，所述翻转轴与

翻转电机(f2)的旋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翻转台板(f1)表面设置有负压吸附孔，所述负压吸

附孔上通过管路连接有负压气泵。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台滑移动

力机构(g)包括翻转台滑移动力电机(g1)和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g2)，所述翻转台滑移动

力丝杆(g2)与翻转台滑移动力电机(g1)的旋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物料转移座(e)内设置有

物料转移螺套(343)，所述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g2)穿过物料转移螺套(343)。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箱机构

(h)包括框架(1)、纱网(2)、托举机构(3)、滚压滑移动力机构(4)、和滚压机构(5)，所述框架

(1)上部设置有纱网(2)，所述框架(1)底部设置有托举机构(3)，所述框架(1)侧部设置有滚

压滑移动力机构(4)，所述滚压机构(5)设置在框架(1)上，所述滚压机构(5)与滚压滑移动

力机构(4)传动连接，所述托举机构(3)包括托举座板(31)、支腿(32)、动力电机(33)、升降

机构(34)和托板(35)，所述托举座板(31)下部设置有支腿(32)，所述动力电机(33)固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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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举座板(31)上，所述托举座板(31)上部固设有4个升降机构(34)，所述升降机构(34)与动

力电机(33)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所述升降机构(34)上部设置有托板(35)。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机构(34)

包括导向块(341)、带轮(342)、螺套(343)和丝杆(344)，所述丝杆(344)穿过导向块(341)，

所述螺套(343)套在丝杆(344)上，所述带轮(342)套在螺套(343)上，所述带轮(342)上设置

有传动带。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板(35)上部

设置有吸附孔，所述托板(35)内设置有负压腔，所述托板(35)侧部设置有管接头，所述吸附

孔通过负压腔与管接头连通，。

10.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滑移动

力机构(4)包括滚压滑移动力电机(41)、滚压滑移动力轴(42)和滚压滑移动力带(43)，所述

滚压滑移动力电机(41)与滚压滑移动力轴(42)传动连接，所述框架(1)两侧分别设置有滚

压滑移动力轴(42)，所述滚压滑移动力轴(42)之间通过滚压滑移动力带(43)传动连接，所

述滚压机构(5)包括底座板(51)、升降气缸(52)、升降座板(53)、支撑座(54)、托辊(55)和压

辊(56)，所述底座板(51)上设置有升降气缸(52)，所述升降气缸(52)的伸缩轴上固设有升

降座板(53)，所述升降座板(53)两侧分别设置有支撑座(54)，所述支撑座(54)上设置有托

辊(55)，所述托辊(55)部支撑座(54)上设置有压辊(56)，所述升降气缸(52)升降座板(53)

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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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屏加工设备的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

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液晶显示屏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将多能膜层结构互相贴合，对于尺寸较大的显示

屏设备现有的设备很好的满足需求，贴合过程中变形量大，贴合面上由气泡导致的次品率

高，同时定位过程复杂，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解决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提出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

能够使设备适合较大尺寸的显示屏加工，贴合过程中变形量小，贴合面瑕疵少，同时定位过

程简单，效率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包括工作台、对齐

校准导轨、校准机构、校准滑移动力机构、物料转移座、翻转台机构、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

滚压箱机构和开关控制箱，所述工作台两侧分别设置有对齐校准导轨，所述校准机构设置

在对齐校准导轨上，所述校准机构与工作台之间设置有用于带动校准机构在对齐校准导轨

运动的校准滑移动力机构，所述工作台上部两侧分别设置有物料转移导轨，所述物料转移

座设置在物料转移导轨上，所述工作台上设置有用于带动物料转移座在物料转移导轨上运

动的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所述物料转移座上设置有翻转台机构，所述工作台内部一侧设

置有滚压箱机构，所述工作台上设置有用于控制设备工作状态的开关控制箱，所述开关控

制箱与设备中的用电设备电性连接。

[0005] 作为优选，所述校准机构包括校准滑移龙门架和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所述校准

滑移龙门架设置在对齐校准导轨上，所述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设置在工作台上方校准滑移

龙门架上。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校准滑移动力机构包括校准滑移动力电机和校准滑移动力传动

带，所述工作台两端分别设置有校准滑移动力电机和校准滑移动力轴，所述校准滑移动力

电机和校准滑移动力轴之间通过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传动连接，所述校准机构固设在校准

滑移动力传动带上。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物料转移座包括下固定座、上滑移座、高度调节电机，所述下固定

座上部和上滑移座下部分别设置有互补的斜面，所述下固定座侧部设置有高度调节电机，

所述高度调节电机的旋转轴上连接有高度调节丝杆，所述上滑移座内设置有高度调节螺

套，所述高度调节丝杆穿过高度调节螺套。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翻转台机构包括翻转台板和翻转电机，所述翻转台板两侧分别设

置有翻转轴，所述翻转轴设置在物料转移座上，所述翻转电机固设在物料转移座上，所述翻

转轴与翻转电机的旋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翻转台板表面设置有负压吸附孔，所述负压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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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上通过管路连接有负压气泵。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包括翻转台滑移动力电机和翻转台滑移动力

丝杆，所述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与翻转台滑移动力电机的旋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物料转移

座内设置有物料转移螺套，所述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穿过物料转移螺套。

[0010] 作为优选，所述滚压箱机构包括框架、纱网、托举机构、滚压滑移动力机构、和滚压

机构，所述框架上部设置有纱网，所述框架底部设置有托举机构，所述框架侧部设置有滚压

滑移动力机构，所述滚压机构设置在框架上，所述滚压机构与滚压滑移动力机构传动连接，

所述托举机构包括托举座板、支腿、动力电机、升降机构和托板，所述托举座板下部设置有

支腿，所述动力电机固设在托举座板上，所述托举座板上部固设有4个升降机构，所述升降

机构与动力电机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所述升降机构上部设置有托板。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升降机构包括导向块、带轮、螺套和丝杆，所述丝杆穿过导向块，所

述螺套套在丝杆上，所述带轮套在螺套上，所述带轮上设置有传动带。

[0012] 作为优选，所述托板上部设置有吸附孔，所述托板内设置有负压腔，所述托板侧部

设置有管接头，所述吸附孔通过负压腔与管接头连通。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滚压滑移动力机构包括滚压滑移动力电机、滚压滑移动力轴和滚

压滑移动力带，所述滚压滑移动力电机与滚压滑移动力轴传动连接，所述框架两侧分别设

置有滚压滑移动力轴，所述滚压滑移动力轴之间通过滚压滑移动力带传动连接，所述滚压

机构包括底座板、升降气缸、升降座板、支撑座、托辊和压辊，所述底座板上设置有升降气

缸，所述升降气缸的伸缩轴上固设有升降座板，所述升降座板两侧分别设置有支撑座，所述

支撑座上设置有托辊，所述托辊部支撑座上设置有压辊，所述升降气缸升降座板升降。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将工作台、对齐校准导轨、校准机构、校准滑移动

力机构、物料转移座、翻转台机构、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滚压箱机构和开关控制箱应用在

液晶显示屏加工设备中，通过开关控制箱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通过校准滑移动力机构带

动校准机构在对齐校准导轨上运动，通过校准滑移动力机构图像识别物料是否对其，通过

物料转移座调节翻转台机构的高度，通过翻转台机构带动物料翻转，通过翻转台滑移动力

机构带动物料转移座和翻转台机构在工作台上移动，通过滚压箱机构承载待贴附的物料，

同时将物料辊压贴合在翻转台机构上的物料上，能够使设备适合较大尺寸的显示屏加工，

贴合过程中变形量小，贴合面瑕疵少，同时定位过程简单，效率高。

附图说明

[0015] 本发明上述的以及其他的特征、性质和优势将通过下面的结合附图和实施例的描

述而变得更加明显，在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始终表示相同的特征，其中：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的前视角立体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中K部的局部放大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的后视角立体示意图；

[0019] 图4是滚压箱机构的立体示意图；

[0020] 图5是托举机构和滚压滑移动力机构的装配示意图；

[0021] 图6是滚压滑移动力机构的俯视角立体示意图；

[0022] 图7是滚压机构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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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8是滚压机构的左视图；

[0024] 图9是托举机构的主视图；

[0025] 图10是升降机构的立体图。

[0026] 图中：a-工作台、b-对齐校准导轨、c-校准机构、c1-校准滑移龙门架、c2-校准图像

识别摄像头、d-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1-校准滑移动力电机、d2-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e-物

料转移座、e1-下固定座、e2-上滑移座、e3-高度调节电机、f-翻转台机构、f1-翻转台板、f2-

翻转电机、g-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g1-翻转台滑移动力电机、g2-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h-

滚压箱机构、1-框架、2-纱网、3-托举机构、31-托举座板、32-支腿、33-动力电机、34-升降机

构、341-导向块、342-带轮、343-螺套、344-丝杆、35-托板、4-滚压滑移动力机构、41-滚压滑

移动力电机、42-滚压滑移动力轴、43-滚压滑移动力带、5-滚压机构、51-底座板、52-升降气

缸、53-升降座板、54-支撑座、55-托辊、56-压辊、i-开关控制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阅图1、图2和图3，本发明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包括工作台a、对齐校

准导轨b、校准机构c、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物料转移座e、翻转台机构f、翻转台滑移动力机

构g、滚压箱机构h和开关控制箱i，所述工作台a两侧分别设置有对齐校准导轨b，所述校准

机构c设置在对齐校准导轨b上，所述校准机构c与工作台a之间设置有用于带动校准机构c

在对齐校准导轨b运动的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所述工作台a上部两侧分别设置有物料转移

导轨，所述物料转移座e设置在物料转移导轨上，所述工作台a上设置有用于带动物料转移

座e在物料转移导轨上运动的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g，所述物料转移座e上设置有翻转台机

构f，所述工作台a内部一侧设置有滚压箱机构h，所述工作台a上设置有用于控制设备工作

状态的开关控制箱i，所述开关控制箱i与设备中的用电设备电性连接，通过开关控制箱i控

制设备的运行状态，通过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带动校准机构c在对齐校准导轨b上运动，通过

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图像识别物料是否对其，通过物料转移座e调节翻转台机构f的高度，通

过翻转台机构f带动物料翻转，通过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g带动物料转移座e和翻转台机构f

在工作台a上移动，通过滚压箱机构h承载待贴附的物料，同时将物料辊压贴合在翻转台机

构f上的物料上。所述校准机构c包括校准滑移龙门架c1和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c2，所述校

准滑移龙门架c1设置在对齐校准导轨b上，所述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c2设置在工作台a上方

校准滑移龙门架c1上，通过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带动校准滑移龙门架c1运动，通过校准滑移

龙门架c1带动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c2运动，通过校准图像识别摄像头c2获取物料图像，通

过图像分析软件校准物料之间的位置情况。所述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包括校准滑移动力电

机d1和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所述工作台a两端分别设置有校准滑移动力电机d1和校准

滑移动力轴，所述校准滑移动力电机d1和校准滑移动力轴之间通过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

传动连接，所述校准机构c固设在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上，通过校准滑移动力电机d1带动

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运动，通过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带动校准滑移动力轴转动，同时

通过校准滑移动力传动带d2带动校准机构c往复运动。所述物料转移座e包括下固定座e1、

上滑移座e2、高度调节电机e3，所述下固定座e1上部和上滑移座e2下部分别设置有互补的

斜面，所述下固定座e1侧部设置有高度调节电机e3，所述高度调节电机e3的旋转轴上连接

有高度调节丝杆344，所述上滑移座e2内设置有高度调节螺套343，所述高度调节丝杆344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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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度调节螺套343，通过高度调节电机e3带动高度调节丝杆344转动，通过高度调节丝杆

344和高度调节螺套343配合带动上滑移座e2运动，由于下固定座e1、e2-上滑移座e2上的斜

面相对位置变化，上滑移座e2的高度也会相应的改变，最终达到带动翻转台机构f升降的目

的。所述翻转台机构f包括翻转台板f1和翻转电机f2，所述翻转台板f1两侧分别设置有翻转

轴，所述翻转轴设置在物料转移座e上，所述翻转电机f2固设在物料转移座e上，所述翻转轴

与翻转电机f2的旋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翻转台板f1表面设置有负压吸附孔，所述负压吸附

孔上通过管路连接有负压气泵，通过翻转电机f2带动翻转轴转动，通过翻转轴带动翻转台

板f1运动，通过负压气泵使负压吸附孔内产生负压，通过负压吸附孔吸附固定物料。所述翻

转台滑移动力机构g包括翻转台滑移动力电机g1和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g2，所述翻转台滑

移动力丝杆g2与翻转台滑移动力电机g1的旋转轴传动连接，所述物料转移座e内设置有物

料转移螺套343，所述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g2穿过物料转移螺套343，通过翻转台滑移动力

电机g1带动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g2转动，通过翻转台滑移动力丝杆g2和物料转移螺套343

配合带动物料转移座e运动

[0028] 参阅图4-图10，本发明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滚压箱机构h包括框架1、纱

网2、托举机构3、滚压滑移动力机构4、和滚压机构5，所述框架1上部设置有纱网2，通过网纱

承载物料板，所述框架1底部设置有托举机构3，通过托举机构3托起物料，同时可以对物料

进行固定，当需要私下物料上的保护膜时，为了避免撕膜的过程中带动物料移动，需要通过

托举机构3将物料固定，防止位移，所述框架1侧部设置有滚压滑移动力机构4，所述滚压机

构5设置在框架1上，所述滚压机构5与滚压滑移动力机构4传动连接，通过滚压滑移动力机

构4带动滚压机构5运动，通过滚压机构5将物料滚压贴合在板材上，所述托举机构3包括托

举座板31、支腿32、动力电机33、升降机构34和托板35，通过动力电机33带动传动带运动，通

过传动带带动升降机构34运动，通过升降机构34带动托板35升降，所述托举座板31下部设

置有支腿32，所述动力电机33固设在托举座板31上，所述托举座板31上部固设有4个升降机

构34，所述升降机构34与动力电机33通过传动带传动连接，所述升降机构34上部设置有托

板35。所述升降机构34包括导向块341、带轮342、螺套343和丝杆344，所述丝杆344穿过导向

块341，所述螺套343套在丝杆344上，所述带轮342套在螺套343上，所述带轮342上设置有传

动带，通过动力电机33带动带轮342运动，通过带轮342带动螺套343运动，通过螺套343带动

丝杆344运动。所述托板35上部设置有吸附孔，所述托板35内设置有负压腔，所述托板35侧

部设置有管接头，所述吸附孔通过负压腔与管接头连通，通过外接负压泵抽取负压腔内的

空气，最终通过吸附孔进吸附固定。所述滚压滑移动力机构4包括滚压滑移动力电机41、滚

压滑移动力轴42和滚压滑移动力带43，所述滚压滑移动力电机41与滚压滑移动力轴42传动

连接，所述框架1两侧分别设置有滚压滑移动力轴42，所述滚压滑移动力轴42之间通过滚压

滑移动力带43传动连接，通过滚压滑移动力电机41带动滚压滑移动力轴42运动，通过滚压

滑移动力轴42带动滚压滑移动力带43运动，通过滚压滑移动力带43带动滚压机构5前后运

动，所述滚压机构5包括底座板51、升降气缸52、升降座板53、支撑座54、托辊55和压辊56，所

述底座板51上设置有升降气缸52，所述升降气缸52的伸缩轴上固设有升降座板53，所述升

降座板53两侧分别设置有支撑座54，所述支撑座54上设置有托辊55，所述托辊55部支撑座

54上设置有压辊56，所述升降气缸52升降座板53升降，通过升降座板53上的托辊55托起压

辊56，通过压辊56将物料间压平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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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发明一种高效液晶显示屏贴合设备，通过将工作台a、对齐校准导轨b、校准机构

c、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物料转移座e、翻转台机构f、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g、滚压箱机构h和

开关控制箱i应用在液晶显示屏加工设备中，通过开关控制箱i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通过

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带动校准机构c在对齐校准导轨b上运动，通过校准滑移动力机构d图像

识别物料是否对其，通过物料转移座e调节翻转台机构f的高度，通过翻转台机构f带动物料

翻转，通过翻转台滑移动力机构g带动物料转移座e和翻转台机构f在工作台a上移动，通过

滚压箱机构h承载待贴附的物料，同时将物料辊压贴合在翻转台机构f上的物料上，能够使

设备适合较大尺寸的显示屏加工，贴合过程中变形量小，贴合面瑕疵少，同时定位过程简

单，效率高。

[0030] 上述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说明，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定，任何对本发明简单变换后

的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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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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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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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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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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