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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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411814.3

(22)申请日 2019.12.3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0257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4.17

(73)专利权人 赤峰拓佳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 024000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

红山经济开发区1幢（拓佳电子产业园

内）

(72)发明人 丁晟　韦名典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华识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530

代理人 秦瑞

(51)Int.Cl.

G02F 1/13(2006.01)

G02F 1/1335(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673823 A,2005.09.28

CN 101634769 A,2010.01.27

CN 202230274 U,2012.05.23

CN 109856826 A,2019.06.07

CN 202245414 U,2012.05.30

KR 101008886 B1,2011.01.17

KR 20190046142 A,2019.05.07

审查员 张鹏

 

(54)发明名称

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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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

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包括底板、转动装

置、推动装置和夹持装置，所述的底板右端安装

有转动装置，底板中端安装有推动装置，底板前

端安装有夹持装置，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液晶玻

璃偏光片贴附时存在的以下难题，一、人工采用

纯手工进行贴附偏光片时，通过肉眼判断贴附的

位置，再手工将整块偏光片贴附到玻璃上，这样

不但手工操作不方便，并且工作效率低；二、采用

偏光片贴附机对偏光片进行贴附时，通常是将整

块偏光片同时压附在玻璃上，只能对一块玻璃进

行偏光片的贴附，很容易在玻璃和偏光片之间产

生气泡，并且偏光片与玻璃的贴附定位精度低，

影响偏光片的贴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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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包括底板(1)、转动装置

(2)、推动装置(3)和夹持装置(4)，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1)右端安装有转动装置(2)，底

板(1)中端安装有推动装置(3)，底板(1)前端安装有夹持装置(4)；其中：

所述的转动装置(2)包括方板(21)、平板(22)、一号电机(23)、椭型板(24)、支撑板

(25)、固定板(26)、动力杆(27)和滑动杆(28)，所述的底板(1)右端左右对称安装有方板

(21)，底板(1)右端位于方板(21)内壁之间前后对称安装平板(22)，方板(21)上均匀开设有

滑孔，滑孔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滑动杆(28)，前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的中端

和后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的中端分别通过一动力杆(27)相连接，左右两端的方板(21)

内壁之间中心处安装有固定板(26)，固定板(26)中部上下两端通过销轴对称安装有椭型板

(24)，左端方板(21)上安装有支撑板(25)，支撑板(25)上安装有一号电机(23)，一号电机

(23)输出端连接在下端的椭型板(24)外壁上，前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和后端上下两端

的滑动杆(28)上均安装有贴膜机构(29)；

所述的椭型板(24)上前后对称开设有动力槽，动力杆(27)安装在动力槽内，动力槽和

动力杆(27)相互配合使用；

所述的贴膜机构(29)包括直板(291)、二号电机(292)、贴膜螺纹杆(293)、滑动板

(294)、三号电机(295)、Y型杆(296)和曲面吸附板(297)，所述的直板(291)安装在滑动杆

(28)上，直板(291)上开设有直槽，直槽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滑动板(294)，滑动板

(294)上开设有贴膜螺纹槽，直槽后端内壁上安装有二号电机(292)，二号电机(292)输出端

安装有贴膜螺纹杆(293)，贴膜螺纹杆(293)和贴膜螺纹槽之间相互配合使用，滑动板(294)

上开设有卡槽，卡槽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装有Y型杆(296)，滑动板(294)上端外壁上安装有

三号电机(295)，三号电机(295)输出端连接在Y型杆(296)，Y型杆(296)上安装有曲面吸附

板(29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推动装置(3)包括长条板(3a)、定位板(3b)、一号气缸(3c)、推板(3d)、

二号气缸(3e)、顶板(3f)、三号气缸(3g)、卡板(3h)、抵紧板(3i)、转动辊(3j)、吸盘(3k)、夹

紧辊(3l)、四号气缸(3m)和出料板(3n)，所述的长条板(3a)安装在底板(1)上位于贴膜机构

(29)中端，长条板(3a)后端左右对称安装有定位板(3b)，定位板(3b)上开设有凹槽，凹槽内

壁上安装有一号气缸(3c)，一号气缸(3c)输出端安装有推板(3d)，底板(1)上位于长条板

(3a)左右两端对称开设有平槽，平槽内壁上安装有二号气缸(3e)，二号气缸(3e)输出端安

装有顶板(3f)，长条板(3a)内左右两端对称开设有空心槽，空心槽内壁和长条板(3a)外壁

之间均匀开设有方孔，长条板(3a)左右两端外壁上均匀开设有圆孔，圆孔内安装有吸盘

(3k)，空心槽左右两端内壁上均安装有三号气缸(3g)，三号气缸(3g)输出端安装有卡板

(3h)，卡板(3h)上均匀安装有抵紧板(3i)，且抵紧板(3i)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在方孔

内，抵紧板(3i)上开设有抵紧槽，抵紧槽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装有转动辊(3j)，长条板(3a)

前端底部左右对称开设有方槽，方槽内壁上安装有四号气缸(3m)，四号气缸(3m)输出端安

装有出料板(3n)，长条板(3a)中端开设有推动槽，推动槽上下两端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均匀

安装有夹紧辊(3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夹持装置(4)包括压板(41)、夹持板(42)、转动板(43)、四号电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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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螺纹杆(45)和夹持杆(46)，所述的底板(1)前端开设有通槽，通槽内左右两端通过滑动

配合的方式对称安装有压板(41)，压板(41)后端开设有长条槽，长条槽上下两端内壁之间

通过销轴安装有夹紧辊(3l)，压板(41)上开设有夹持螺纹槽，长条板(3a)下端穿过通槽安

装有夹持板(42)，夹持板(42)左端内壁上安装有四号电机(44)，四号电机(44)输出端安装

有夹持螺纹杆(45)，夹持螺纹杆(45)和夹持螺纹槽相互配合使用，夹持板(42)下端通过销

轴安装有转动板(43)，左端夹持杆(46)一端连接在左端压板(41)低部中端，另一端连接在

转动板(43)前端，右端夹持杆(46)一端连接在右端压板(41)低部中端，另一端连接在转动

板(43)后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底板(1)下端均匀安装支撑杆(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前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比后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的长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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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晶显示模组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

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

背景技术

[0002] 偏光片是一种由多层高分子材料复合而成的具有产生偏振光功能的光学薄膜，是

液晶显示器成像所必不可少的部分，液晶显示器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在液晶

显示器后段制作工序中，需要把偏光片贴附到液晶玻璃基板上。

[0003] 然而目前的液晶玻璃偏光片贴附时存在的以下难题，一、人工采用纯手工进行贴

附偏光片时，通过肉眼判断贴附的位置，再手工将整块偏光片贴附到玻璃上，这样不但手工

操作不方便，并且工作效率低；二、采用偏光片贴附机对偏光片进行贴附时，通常是将整块

偏光片同时压附在玻璃上，只能对一块玻璃进行偏光片的贴附，很容易在玻璃和偏光片之

间产生气泡，并且偏光片与玻璃的贴附定位精度低，影响偏光片的贴片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可以解

决上述提到的液晶玻璃偏光片贴附时存在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

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包括底板、转动装置、推动装置和夹持装置，所述的底板右端安

装有转动装置，底板中端安装有推动装置，底板前端安装有夹持装置。

[0008] 所述的转动装置包括方板、平板、一号电机、椭型板、支撑板、固定板、动力杆和滑

动杆，所述的底板右端左右对称安装有方板，底板右端位于方板内壁之间前后对称安装平

板，方板上均匀开设有滑孔，滑孔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滑动杆，前端上下两端的的

滑动杆的中端和后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的中端分别通过一动力杆相连接，左右两端的方板

内壁之间中心处安装有固定板，固定板中部上下两端通过销轴对称安装有椭型板，左端方

板上安装有支撑板，支撑板上安装有一号电机，一号电机输出端连接在下端的椭型板外壁

上，前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和后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上均安装有贴膜机构，通过椭型板带

动动力杆运动，动力杆带动滑动杆运动，使得贴膜机构能够实现相向运动，同时对两块液晶

玻璃进行偏光片贴附作业。

[0009] 所述的贴膜机构包括直板、二号电机、贴膜螺纹杆、滑动板、三号电机、Y型杆和曲

面吸附板，所述的直板安装在滑动杆上，直板上开设有直槽，直槽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

装有滑动板，滑动板上开设有贴膜螺纹槽，直槽后端内壁上安装有二号电机，二号电机输出

端安装有贴膜螺纹杆，贴膜螺纹杆和贴膜螺纹槽之间相互配合使用，滑动板上开设有卡槽，

卡槽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装有Y型杆，滑动板上端外壁上安装有三号电机，三号电机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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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在Y型杆，Y型杆上安装有曲面吸附板，通过三号电机带动曲面吸附板转动的同时二号

电机通过贴膜螺纹杆带动滑动板运动，使得曲面吸附板能够稳定的贴附偏光片。

[0010] 所述的推动装置包括长条板、定位板、一号气缸、推板、二号气缸、顶板、三号气缸、

卡板、抵紧板、转动辊、吸盘、夹紧辊、四号气缸和出料板，所述的长条板安装在底板上位于

贴膜机构中端，长条板后端左右对称安装有定位板，定位板上开设有凹槽，凹槽内壁上安装

有一号气缸，一号气缸输出端安装有推板，底板上位于长条板左右两端对称开设有平槽，平

槽内壁上安装有二号气缸，二号气缸输出端安装有顶板，长条板内左右两端对称开设有空

心槽，空心槽内壁和长条板外壁之间均匀开设有方孔，长条板左右两端外壁上均匀开设有

圆孔，圆孔内安装有吸盘，空心槽左右两端内壁上均安装有三号气缸，三号气缸输出端安装

有卡板，卡板上均匀安装有抵紧板，且抵紧板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在方孔内，抵紧板上

开设有抵紧槽，抵紧槽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装有转动辊，长条板前端底部左右对称开设有

方槽，方槽内壁上安装有四号气缸，四号气缸输出端安装有出料板，长条板中端开设有推动

槽，推动槽上下两端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均匀安装有夹紧辊，通过吸盘、推板和顶板稳定的对

液晶玻璃进行定位，使得偏光片贴附得更精准。

[0011] 所述的夹持装置包括压板、夹持板、转动板、四号电机、夹持螺纹杆和夹持杆，所述

的底板前端开设有通槽，通槽内左右两端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对称安装有压板，压板后端

开设有长条槽，长条槽上下两端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装有夹紧辊，压板上开设有夹持螺纹

槽，长条板下端穿过通槽安装有夹持板，夹持板左端内壁上安装有四号电机，四号电机输出

端安装有夹持螺纹杆，夹持螺纹杆和夹持螺纹槽相互配合使用，夹持板下端通过销轴安装

有转动板，左端夹持杆一端连接在左端压板低部中端，另一端连接在转动板前端，右端夹持

杆一端连接在右端压板低部中端，另一端连接在转动板后端，通过四号电机带动夹持螺纹

杆转动，夹持螺纹杆带动压板运动到中间位置处，使得两端压板上的夹紧辊和长条板上的

夹紧辊运动到合适位置，对液晶玻璃上贴附好的偏光片进行抚平作业。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底板下端均匀安装支撑杆，通过支撑杆

使得底板更稳定的放置在地面上。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前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比后端上下两端

的滑动杆的长度短，滑动杆的长度不同，通过椭型板带动滑动杆滑动，使得贴膜机构能够进

行相向往复运动。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的椭型板上前后对称开设有动力槽，动力

杆安装在动力槽内，动力槽和动力杆相互配合使用，通过椭型板的转动，能够带动动力杆运

动，动力杆能够带动滑动杆滑动。

[0015] （三）有益效果

[0016] 1 .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液晶玻璃偏光片贴附时存在的以下难题，一、人工采用纯

手工进行贴附偏光片时，通过肉眼判断贴附的位置，再手工将整块偏光片贴附到玻璃上，这

样不但手工操作不方便，并且工作效率低；二、采用偏光片贴附机对偏光片进行贴附时，通

常是将整块偏光片同时压附在玻璃上，只能对一块玻璃进行偏光片的贴附，很容易在玻璃

和偏光片之间产生气泡，并且偏光片与玻璃的贴附定位精度低，影响偏光片的贴片质量。

[0017] 2.本发明设计的转动装置和贴膜机构通过椭型板的转动带动动力杆运动，动力杆

带动滑动杆滑动，使得贴膜机构能够进行直线相向往复运动，三号电机带动曲面吸附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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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同时通过二号电机带动曲面吸附板平移运动，使得曲面吸附板上的偏光片更准确的贴

附在液晶玻璃上。

[0018] 3.本发明设计的夹持装置和推动装置通过四号电机带动压板向中间运动，压板带

动夹持杆和转动板运动，使得压板能够稳定的向中间运动，使得长条板上的夹紧辊和压板

上的夹紧辊运动到合适的距离，一号气缸带动推板向前端运动，能够更稳定的对液晶玻璃

上贴附好的偏光片进行抚平作业。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转动装置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贴膜机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推动装置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图4的剖视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夹持装置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可以由权利要求限定

和覆盖的多种不同方式实施。

[0027] 如图1至图6所示，一种液晶显示模组制造液晶玻璃偏光片同步贴附加工机械，包

括底板1、转动装置2、推动装置3和夹持装置4，所述的底板1右端安装有转动装置2，底板1中

端安装有推动装置3，底板1前端安装有夹持装置4。

[0028] 所述的转动装置2包括方板21、平板22、一号电机23、椭型板24、支撑板25、固定板

26、动力杆27和滑动杆28，所述的底板1右端左右对称安装有方板21，底板1右端位于方板21

内壁之间前后对称安装平板22，方板21上均匀开设有滑孔，滑孔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

装有滑动杆28，前端上下两端的的滑动杆28的中端和后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的中端分别

通过一动力杆27相连接，左右两端的方板21内壁之间中心处安装有固定板26，固定板26中

部上下两端通过销轴对称安装有椭型板24，左端方板21上安装有支撑板25，支撑板25上安

装有一号电机23，一号电机23输出端连接在下端的椭型板24外壁上，前端上下两端的滑动

杆28和后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上均安装有贴膜机构29。

[0029] 所述的椭型板24上前后对称开设有动力槽，动力杆27安装在动力槽内，动力槽和

动力杆27相互配合使用。

[0030] 所述的前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比后端上下两端的滑动杆28的长度短。

[0031] 所述的贴膜机构29包括直板291、二号电机292、贴膜螺纹杆293、滑动板294、三号

电机295、Y型杆296和曲面吸附板297，所述的直板291安装在滑动杆28上，直板291上开设有

直槽，直槽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有滑动板294，滑动板294上开设有贴膜螺纹槽，直槽

后端内壁上安装有二号电机292，二号电机292输出端安装有贴膜螺纹杆293，贴膜螺纹杆

293和贴膜螺纹槽之间相互配合使用，滑动板294上开设有卡槽，卡槽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

装有Y型杆296，滑动板294上端外壁上安装有三号电机295，三号电机295输出端连接在Y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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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296，Y型杆296上安装有曲面吸附板297。

[0032] 所述的推动装置3包括长条板3a、定位板3b、一号气缸3c、推板3d、二号气缸3e、顶

板3f、三号气缸3g、卡板3h、抵紧板3i、转动辊3j、吸盘3k、夹紧辊3l、四号气缸3m和出料板

3n，所述的长条板3a安装在底板1上位于贴膜机构29中端，长条板3a后端左右对称安装有定

位板3b，定位板3b上开设有凹槽，凹槽内壁上安装有一号气缸3c，一号气缸3c输出端安装有

推板3d，底板1上位于长条板3a左右两端对称开设有平槽，平槽内壁上安装有二号气缸3e，

二号气缸3e输出端安装有顶板3f，长条板3a内左右两端对称开设有空心槽，空心槽内壁和

长条板3a外壁之间均匀开设有方孔，长条板3a左右两端外壁上均匀开设有圆孔，圆孔内安

装有吸盘3k，空心槽左右两端内壁上均安装有三号气缸3g，三号气缸3g输出端安装有卡板

3h，卡板3h上均匀安装有抵紧板3i，且抵紧板3i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安装在方孔内，抵紧板

3i上开设有抵紧槽，抵紧槽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装有转动辊3j，长条板3a前端底部左右对

称开设有方槽，方槽内壁上安装有四号气缸3m，四号气缸3m输出端安装有出料板3n，长条板

3a中端开设有推动槽，推动槽上下两端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均匀安装有夹紧辊3l。

[0033] 具体工作时，人工将偏光片放置到曲面吸附板297上，三号电机295通过Y型杆29带

动曲面吸附板297转动到一定角度，二号电机292带动贴膜螺纹杆293转动，贴膜螺纹杆293

带动滑动板294运动到合适位置后，一号气缸3c带动推板3d运动到合适位置，二号气缸3e推

动顶板3f到合适位置后，人工将液晶玻璃放置到顶板3f上，吸盘3k吸住液晶玻璃对液晶玻

璃进行定位，一号电机23带动椭型板24转动，椭型板24带动动力杆27运动，动力杆27带动滑

动杆28运动，滑动杆28带动曲面吸附板297运动到贴膜位置处，三号电机295带动Y型杆296

转动的同时，一号电机23带动椭型板24缓慢转动，使得曲面吸附板297向液晶玻璃处运动，

同时，二号电机292带动贴膜螺纹杆293转动，贴膜螺纹杆293带动曲面吸附板297缓慢移动，

使得曲面吸附板297将偏光片稳定的贴附在液晶玻璃上。

[0034] 所述的夹持装置4包括压板41、夹持板42、转动板43、四号电机44、夹持螺纹杆45和

夹持杆46，所述的底板1前端开设有通槽，通槽内左右两端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对称安装有

压板41，压板41后端开设有长条槽，长条槽上下两端内壁之间通过销轴安装有夹紧辊3l，压

板41上开设有夹持螺纹槽，长条板3a下端穿过通槽安装有夹持板42，夹持板42左端内壁上

安装有四号电机44，四号电机44输出端安装有夹持螺纹杆45，夹持螺纹杆45和夹持螺纹槽

相互配合使用，夹持板42下端通过销轴安装有转动板43，左端夹持杆46一端连接在左端压

板41低部中端，另一端连接在转动板43前端，右端夹持杆46一端连接在右端压板41低部中

端，另一端连接在转动板43后端。

[0035] 当液晶玻璃上贴附好偏光片后，四号气缸3m推动出料板3n运动到合适位置后，二

号气缸3e推动顶板3f运动到出料板3n相同高度，三号气缸3g推动卡板3h运动，卡板3h带动

抵紧板3i上的转动辊3j抵靠在液晶玻璃上，使得液晶玻璃脱离吸盘3k，三号电机295通过Y

型杆296带动曲面吸附板297转动到起始位置处。

[0036] 四号电机44带动夹持螺纹杆45转动，夹持螺纹杆45带动左端压板41向中间运动，

压板41带动夹持杆46转动，夹持杆46带动转动板43转动，转动板43通过夹持杆46带动右端

压板41向中间运动，使得长条板3a上的夹紧辊3l和压板41上的夹紧辊3l之间的保持合适的

距离，一号气缸3c推动推板3d向前端运动，推板3d带动贴附好偏光片的液晶玻璃向前端推

出，贴附好偏光片的液晶玻璃从夹紧辊3l之间滑出，夹紧辊3l对偏光片的贴附进行抚平处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1025703 B

7



理，人工取下贴附好偏光片的液晶玻璃。

[0037] 工作时

[0038] 第一步：人工将偏光片放置到曲面吸附板297上，三号电机295带动曲面吸附板297

转动到一定角度，二号电机292通过贴膜螺纹杆293带动滑动板294运动到合适位置后，一号

气缸3c带动推板3d运动到合适位置，二号气缸3e推动顶板3f到合适位置后，人工将液晶玻

璃放置到顶板3f上，吸盘3k吸住液晶玻璃对液晶玻璃进行定位；

[0039] 第二步：一号电机23通过椭型板24通过动力杆27带动曲面吸附板297运动到贴膜

位置处，三号电机295通过Y型杆296带动曲面吸附板297转动，同时，一号电机23带动椭型板

24缓慢转动，使得曲面吸附板297向液晶玻璃处运动，同时，二号电机292通过贴膜螺纹杆

293带动曲面吸附板297缓慢移动，使得曲面吸附板297将偏光片稳定的贴附在液晶玻璃上；

[0040] 第三步：四号气缸3m推动出料板3n运动到合适位置后，二号气缸3e推动顶板3f运

动到出料板3n相同高度，三号气缸3g通过卡板3h带动转动辊3j抵靠在液晶玻璃上，使得液

晶玻璃脱离吸盘3k，三号电机295通带动曲面吸附板297转动到起始位置处；

[0041] 第四步：四号电机44通过夹持螺纹杆45带动压板41向中间运动，压板41通过夹持

杆46和转动板43带动右端压板41向中间运动，使得长条板3a上的夹紧辊3l和压板41上的夹

紧辊3l之间的保持合适的距离，一号气缸3c通过推板3d带动贴附好偏光片的液晶玻璃向前

端推出，贴附好偏光片的液晶玻璃从夹紧辊3l之间滑出，夹紧辊3l对偏光片的贴附进行抚

平处理，人工取下贴附好偏光片的液晶玻璃。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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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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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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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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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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