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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芯片封装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快

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该模具包括上下两层硬

质板，在下层硬质板上设置若干垂直杆，上层硬

质板通过一卡合结构套设于这些垂直杆上，并在

上层硬质板上设置若干与SOP芯片形状相同的通

孔。通过采用上述装载模具，可以同时开启多个

芯片转换座，提高了芯片的装载效率；且在上层

硬质板和通孔pin脚部位印刷不同颜色，这样解

决了识别芯片是否正确放置和是否漏放的问题，

减少了出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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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模具包括上层硬质板和下层硬质

板，所述下层硬质板上固定设置若干垂直杆，所述上层硬质板通过一卡合结构套设于所述

垂直杆上；

其中，所述上层硬质板上设置有若干与所述SOP芯片形状相同的通孔；所述下层硬质板

上设置有芯片IC转换座；所述上层硬质板的颜色区别所述芯片IC转换座的颜色；

所述模具应用于在SOP芯片IC转换座上装载SOP芯片；

所述上层硬质板的硬度大于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的硬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由上、下两个部分组

成，其中，上部分用于固定所述SOP芯片，下部分连接PCB板电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SOP芯片为SOP8芯片，所述SOP8芯片两

边pin脚各有4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垂直杆为螺栓，所述卡合结构为螺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模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层硬质板的颜色为白色。

6.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模具装载SOP芯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SOP芯片IC转换座放置于所述下层硬质板上，且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中待装载SOP

芯片的位置与所述通孔对准；

并于通过卡紧所述卡合结构解锁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后，将SOP芯片安装至所述SOP

芯片IC转换座上；

松开所述卡合结构，完成所述SOP芯片的装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对应所述SOP芯片pin脚处采用镂

空设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孔对应所述SOP芯片pin脚部位的颜

色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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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芯片装载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

背景技术

[0002] SOP(Small  Out-Line  Package小外形封装)是一种很常见的元器件形式，表面贴

装型封装之一，引脚从封装两侧引出呈海鸥翼状，材料有塑料和陶瓷两种。

[0003] 目前进行产品测试时，需要往搭载SOP封装的芯片转换座板子上装载SOP芯片。在

工程试验中，需手动将每一个芯片转换座的锁打开，然后安装一个SOP芯片，直至全部安装

完毕，然后目检是否按要求安装，无误后进行产品测试。

[0004] 然而，在安装SOP芯片的时候存在着下列的问题：

[0005] 1、开启一个芯片转换座，安装一个SOP芯片的操作模式工作效率较低，且比较繁

琐，浪费时间；

[0006] 2、SOP芯片的颜色是深灰色的，芯片转换座的颜色是黑色的，两者的颜色近似，易

造成安装过程中漏装和误装。

[0007] 中国专利(CN103811361A)记载了一种智能卡芯片封装装置及封装方法，其中，封

装装置包括用于将智能卡芯片压合安装在卡体上的一个预先挖好的槽内的压头、上进给机

构以及智能卡定位装置，其中，上进给机构为单级气缸，压头连接在该气缸上，智能卡定位

装置位于上进给机构的下方；此外，该包括下进给结构，该下进给机构包括电机以及在电机

驱动下可竖向往返运动的传动机构，其中，传动机构输入端与电机连接，输出端与智能卡定

位装置连接。

[0008] 上述专利并没有解决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9] 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其中，所述模具包括上

层硬质板和下层硬质板，所述下层硬质板上固定设置若干垂直杆，所述上层硬质板通过一

卡合结构套设于所述垂直杆上；

[0010] 其中，所述上层硬质板上设置有若干与所述SOP芯片形状相同的通孔。

[0011] 上述的模具，其中，所述模具应用于在SOP芯片IC转换座上装载SOP芯片。

[0012] 上述的模具，其中，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其中，上部分用

于固定所述SOP芯片，下部分连接PCB板电路。

[0013] 上述的模具，其中，所述上层硬质板的硬度大于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的硬度。

[0014] 上述的模具，其中，所述SOP芯片为SOP8芯片，所述SOP8芯片两边pin脚各有4个。

[0015] 上述的模具，其中，所述垂直杆为螺栓，所述卡合结构为螺母。

[0016] 上述的模具，其中，所述上层硬质板的颜色为白色。

[0017] 一种利用上模具装载SOP芯片的方法，其中，

[0018] 将SOP芯片IC转换座放置于所述下层硬质板上，且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中待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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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芯片的位置与所述通孔对准；

[0019] 并于通过卡紧所述卡合结构解锁所述SOP芯片IC转换座后，将SOP芯片安装至所述

SOP芯片IC转换座上；

[0020] 松开所述卡合结构，完成所述SOP芯片的装载。

[0021] 上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通孔对应所述SOP芯片pin脚处采用镂空设计。

[0022] 上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通孔对应所述SOP芯片pin脚部位的颜色为红色。

[0023] 通过采用上述装载模具，可以同时开启多个芯片转换座，提高了芯片的装载效率；

且在上层硬质板和通孔pin脚部位印刷不同颜色，这样解决了识别芯片是否正确放置和是

否漏放的问题，减少了出错率。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模具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模具单个通孔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模具整体俯视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模具安装芯片完成后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目前在装载SOP芯片时，需要开启一个芯片转换座才能安装一个SOP芯片的操作模

式，且SOP芯片的颜色和芯片转换座的颜色近似，易造成安装过程中漏装和误装。针对上述

问题，本发明涉及一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

[0029] 本发明的主要思想是设计出一具有上下两层结构的模具，上下两层板材可使用硬

质板，将若干芯片转换座均匀的放置于下层硬质板上，上板类似芯片转换座基板的掩板，在

对应安装SOP芯片的位置开孔，孔的形状与SOP相同，上下板通过若干垂直杆连接，这些垂直

杆上设有卡合结构，卡合结构逐级向下挤压上层硬质板，通过上层硬质板未开孔的地方挤

压芯片转换座达到开锁的目的。为了不误操作，将上层硬质板印刷区别芯片转换座的颜色，

这样可以很清晰的辨别不同器件。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操作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一种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可应用于在SOP芯片IC转换座上装载SOP芯片，如图

1、图2、图3所示，该模具包括两层硬质板，分别为上层硬质板1和下层硬质板2，在下层硬质

板2上固定设置了若干的垂直杆4，上层硬质板1套设于垂直杆4上，为了简便而又符合实际

生产需要，本发明模具中的垂直杆4个数优选为4个。

[0032] 在下层硬质板2上放置装载若干的SOP芯片IC转换座(图中未示出)的PCB板，针对

实际生产需求，下层硬质板2上的PCB板上均匀规则的放置固定数目的SOP芯片IC转换座，上

层硬质板1类似SOP芯片IC转换座的掩板，在安装SOP芯片的位置开设通孔3，通孔3的形状与

SOP芯片相同，通孔3的数量和位置与SOP芯片IC转换座一致。上层硬质板1对应SOP芯片pin

脚5部位采用镂空设计，以SOP8芯片为例，该芯片两边pin脚各4个，在通孔的对应两边留有4

个pin脚5的缝隙，且缝隙的宽度等于该芯片pin脚的宽度，便于芯片的准确放置。

[0033] 由于SOP芯片的颜色是深灰色的，SOP芯片IC转换座的颜色是黑色的，将若干SOP芯

片安装到SOP芯片IC转换座上，因为颜色近似，在安装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漏装或者误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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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所以针对该问题，将上层硬质板1的表面印刷一明显区别SOP芯片IC转换座的颜色，如

白色，但不仅限于白色，如图4所示，图中标记6处漏放芯片，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在上

层硬质板1SOP芯片pin脚放置的缝隙间隔处印刷另一鲜明对比的颜色，标示芯片pin脚的安

放位置。

[0034] SOP芯片IC转换座是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的，上部分就是固定SOP芯片的，下层部

分连接PCB板上的电路。在SOP芯片IC转换座中是通过挤压两侧弹簧来达到开锁的目的，再

将SOP芯片放置于SOP芯片IC转换座对应位置，所以在下层硬质板上的垂直杆上均设置一卡

合结构(图中未示出)，通过卡合结构将上层硬质板1卡紧至固定的地方。本申请优选的是将

垂直杆设置为螺栓，卡合结构为螺母，预先将SOP芯片IC转换座规则的排列在下层硬质板2

上，旋进螺母通过上层硬质板1和下层硬质板2之间的夹紧力来固定SOP芯片IC转换座。当需

要进行SOP芯片的安装，继续旋进螺母，利用上层硬质板1来挤压SOP芯片IC转换座中的弹簧

达到开锁的目的，此时依次在SOP芯片IC转换座上安装SOP芯片。当上层硬质板的硬度不够，

压下时是无法将所有的SOP芯片IC转换座打开的，所以上层硬质板需要足够的硬度在压下

时能将所有的SOP芯片IC转换座打开。

[0035] 在另一实施例中，根据上述的模具装载SOP芯片的方法，其中包括如下步骤：

[0036] 步骤S1，将SOP芯片IC转换座均匀规则的放置在下层硬质板上，将SOP芯片IC转换

座中待装SOP芯片的位置与上层硬质板的通孔对准；

[0037] 步骤S2，通过卡紧卡合结构解锁SOP芯片IC转换座，在解锁的SOP芯片IC转换座上

依次安装芯片；

[0038] 步骤S3，松开卡合结构，所有的SOP芯片IC转换座锁上，完成SOP芯片的装载。

[0039] 由于SOP芯片的颜色是深灰色的，SOP芯片IC转换座的颜色是黑色的，两者的颜色

近似，在安装过程中防止出现漏装(如图4所示)或误装，将上层的硬质板刷上与SOP芯片IC

转换座颜色鲜明对比的颜色，比如白色。SOP芯片的pin脚的尺寸是很小的，所以为了精确安

装，在通孔对应SOP芯片pin脚处采用一镂空设计，在安装过程中为了不出现误装，将上层硬

质板的通孔pin脚安装处印刷另一与SOP芯片IC转换座颜色呈鲜明对比的颜色，比如红色。

[0040] 不难发现，本实施例以上述快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的实施例为基础，因此上述快

速装载SOP芯片的模具的实施例提到的相关技术细节在本实施方式中依然有效，为了减少

重复，这里不再赘述。相应地，本实施方式中提到的相关技术细节也可应用在上述快速装载

SOP芯片的模具的实施例中。

[0041] 通过采用上述装载模具，可以同时开启多个芯片转换座，提高了芯片的装载效率；

且在上层硬质板和通孔pin脚部位印刷不同颜色，这样解决了识别芯片是否正确放置和是

否漏放的问题，减少了出错率。

[0042] 通过说明和附图，给出了具体实施方式的特定结构的典型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精

神，还可作其他的转换。尽管上述发明提出了现有的较佳实施例，然而，这些内容并不作为

局限。

[0043]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阅读上述说明后，各种变化和修正无疑将显而易见。

因此，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应看作是涵盖本发明的真实意图和范围的全部变化和修正。在权

利要求书范围内任何和所有等价的范围与内容，都应认为仍属本发明的意图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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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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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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