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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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034042.4

(22)申请日 2020.06.08

(73)专利权人 珠海晨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9000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

园屏东二路8号C栋、大型装配车间

(72)发明人 张晓辉　邓小锋　杨通　周雄津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龙图腾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44541

代理人 王春颖

(51)Int.Cl.

G01B 5/0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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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液晶模组制造技术领域，具

体涉及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液晶模

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包括：工作平台，工作平台

上设有用于放置待测试的液晶模组的工作平面，

工作平台上设有支撑杆；测量组件，测量组件设

置在所述支撑杆上，用于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

最高点与所述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

距离，以确定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本实用新型实

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

通过测量组件直接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

点与所述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该垂直距离就相当于测量处的焊锡之后的液晶

模组整体高度，再结合液晶模组本身的标准厚

度，两者相减就可以得到焊锡的高度，本装置操

作简单，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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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工作平台，所述工作平台上设有用于放置待测试的液晶模组的工作平面，所述工作平

台上设有支撑杆；

测量组件，所述测量组件设置在所述支撑杆上，用于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

所述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以确定液晶模组焊锡高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组件包括：

安装座，所述安装座可移动设置在所述支撑杆上；

测量机构，所述测量机构设置在所述安装座上，所述测量机构包括量杆，所述量杆轴心

线与所述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垂直，所述量杆可相对所述工作平台远离或靠近运动，以测

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所述工作平台之间的垂直距离。

3.如权利要求2所述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量机构为千分

表、百分表、万分表中的一种。

4.如权利要求2所述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座与所述支撑

杆之间设有锁紧定位机构，用于锁紧所述安装座在所述支撑杆的位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上设有螺

纹，所述锁紧定位机构包括第一锁紧件，所述第一锁紧件与所述支撑杆螺纹配合，所述第一

锁紧件设置在所述安装座与所述工作平台之间，用于防止所述安装座向所述工作平台方向

移动。

6.如权利要求5所述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定位机构还包

括第二锁紧件，所述第二锁紧件分别与所述第一锁紧件和所述安装座连接，用于将所述第

一锁紧件和所述安装座相对固定。

7.如权利要求6所述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锁紧件设有锁

紧槽，所述第二锁紧件通过所述锁紧槽套设在所述安装座和所述第一锁紧件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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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液晶模组制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液晶模组厂在做电源线和柔性线路板上的电源焊盘焊接的时候，有焊锡过高导致

无法装机的风险，同时焊锡过低可能质量不佳，故焊接完成的产品，需要通过焊接厚度检

测。

[0003] 目前，对于液晶模组产品焊锡高度的测量主要是通过人工使用千分尺或者百分尺

等常用的简单测量工具进行卡紧测量，卡紧难，并且需要人工对准，但是测量侧过程中完全

依靠人的主观操作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大，难以保证测量精度，并且操作麻烦。

[0004] 本实用新型主要提供一种便于进行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的测量装置，提高测量

的精度和效率。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纯人工

操作测量焊锡高度存在的精度不高、操作麻烦的问题。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包括：

[0006] 工作平台，所述工作平台上设有用于放置待测试的液晶模组的工作平面，所述工

作平台上设有支撑杆；

[0007] 测量组件，所述测量组件设置在所述支撑杆上，用于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

点与所述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以确定液晶模组焊锡高度。

[0008] 优选地，所述测量组件包括：

[0009] 安装座，所述安装座可移动设置在所述支撑杆上；

[0010] 测量机构，所述测量机构设置在所述安装座上，所述测量机构包括量杆，所述量杆

轴心线与所述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垂直，所述量杆可相对所述工作平台远离或靠近运动，

以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所述工作平台之间的垂直距离。

[0011] 优选地，所述测量机构为千分表、百分表、万分表中的一种。

[0012] 优选地，所述安装座与所述支撑杆之间设有锁紧定位机构，用于锁紧所述安装座

在所述支撑杆的位置。

[0013] 优选地，所述支撑杆上设有螺纹，所述锁紧定位机构包括第一锁紧件，所述第一锁

紧件与所述支撑杆螺纹配合，所述第一锁紧件设置在所述安装座与所述工作平台之间，用

于防止所述安装座向所述工作平台方向移动。

[0014] 优选地，所述锁紧定位机构还包括第二锁紧件，所述第二锁紧件分别与所述第一

锁紧件和所述安装座连接，用于将所述第一锁紧件和所述安装座相对固定。

[0015] 优选地，所述第二锁紧件设有锁紧槽，所述第二锁紧件通过所述锁紧槽套设在所

述安装座和所述第一锁紧件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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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通过测量组件直接

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所述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该垂直距离就

相当于测量处的焊锡之后的液晶模组整体高度，再结合液晶模组本身的标准厚度，两者相

减就可以得到焊锡的高度。本装置操作简单，并且测量的过程简单，只要液晶模组放到工作

平台，测量组件分别对准工作平台和液晶模组测量读数之后，测量出的数值差就是焊锡处

液晶模组的整体高度，然后再计算出焊锡高度或者直接判断焊锡高度是否合格即可。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另一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第二锁紧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1、工作平台；2、支撑杆；3、测量组件；31、安装座；32、测量机构；33、量杆；

4、锁紧定位机构；41、第一锁紧件；42、第二锁紧件；43、锁紧槽。

具体实施方案

[0021]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说明书附图以及具体的实施方式对上

述技术方案做详细的说明。

实施例

[0022] 如图1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的结

构示意图，具体的，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包括：

[0023] 工作平台1，工作平台1上设有用于放置待测试的液晶模组的工作平面，工作平台1

上设有支撑杆2；

[0024] 测量组件3，测量组件3设置在支撑杆2上，用于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工

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以确定液晶模组焊锡高度。

[0025]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通过测量组件3直接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工

作平台1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该垂直距离就相当于测量处的焊锡之后的液晶模组

整体高度，再结合液晶模组本身的标准厚度，两者相减就可以得到焊锡的高度。同时，在进

行具体使用的时候，可以不需要计算焊锡的高度，直接通过确定合格焊锡高度在液晶模组

上与液晶模组整体的厚度的合格范围，比如液晶模组的标准厚度是a，合格焊锡高度为b~c，

则只要直接测量出来的测量组件3直接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工作平台1的工作

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的范围位于a+b~a+c，即可认为焊锡高度是合格的。可以理解的是，上

述仅是对于具体使用的时候对于焊锡高度是否合格的一种判断方式，具体更多方式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设计。

[0026]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测量组件3包括：

[0027] 安装座31，安装座31可移动设置在支撑杆2上；

[0028] 测量机构32，测量机构32设置在安装座31上，测量机构32包括量杆33，量杆33轴心

线与工作平台1的工作平面垂直，量杆33可相对工作平台远离或靠近运动，以测量液晶模组

焊锡部位最高点与工作平台之间的垂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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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将量杆33的轴心线与工作平台1的工作平面进行垂直设

计，保证其测量的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距离属于垂直距

离，保证检测的准确性。需要说明的是，量杆可以是通过在其上设计刻度，比如类似标尺、刻

度尺等常用机构，更多的可实现测量的机构在此不进一步罗列，主要以实现本实用新型实

施例中所要求的的内容为主。

[0030] 具体的，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测量机构32为千分表、百分表、万分表中的一种。

如图1中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以千分表作为测量机构为例进行说明，在此情况下，量

杆33即为千分表上的量杆，对于千分尺的结构原理在此不进一步展开描述，其属于本领域

常用部件。进一步的，使用千分表或者百分表等作为测量机构时，可以就采用电子显示千分

表，其精度更高，读书更方便。

[0031] 如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另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的

结构示意图，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安装座31与支撑杆2之间设有锁紧定位机构4，用于锁

紧安装座31在支撑杆2的位置。

[0032] 通过锁紧安装座31在支撑杆2上的位置，能够防止在测量的过程中向下压量杆使

其与焊锡接触的时候，安装座31与支撑杆2发生相对移动，从而导致测量结构不准确，有助

于提高测量精度。

[0033] 具体的，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支撑杆2上设有螺纹，锁紧定位机构4包括第一锁

紧件41，第一锁紧件41与支撑杆2螺纹配合，第一锁紧件41设置在安装座2与工作平台1之

间，用于防止安装座31向工作平台方向移动。

[0034] 更进一步的，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锁紧定位机构4还包括第二锁紧件42，第二

锁紧件42分别与第一锁紧件41和安装座31连接，用于将第一锁紧件41和安装座31相对固

定。

[0035]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如图3所示，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第二锁紧件的

结构示意图，第二锁紧件42设有锁紧槽43，第二锁紧件43通过锁紧槽42套设在安装座31和

第一锁紧件41外部。

[0036] 具体的，第二锁紧件42主要是通过锁紧槽将安装座和第一锁紧件41卡紧固定，该

方式即可以方便拆卸又可以灵活固定，需要进行固定的时候直接通过将第二锁紧件对准安

装座31和第一锁紧件41插入即可。

[0037]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锁紧定位机构还可以是通过直接在安装座31上设置固定

孔，然后通过螺栓或者螺钉与固定孔配合，通过螺栓或者螺钉与支撑杆拧紧接触进行安装

座的固定。可以理解的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上述描述进行简单改进和设计。

[0038]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在使用的时候先将

量杆的测量端与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接触，并记录测量数据或者归零，然后缩回量杆，将产

品放工作平台，推动量杆测量端与液晶模组产品的焊锡部位接触，然后读取数据，根据前后

两次读取的数据就可以计算出焊锡部位的厚度，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减去液晶模组本身的

标准厚度就可以得到焊锡高度。

[003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液晶模组焊锡高度测量装置，通过测量组件直接

测量液晶模组焊锡部位最高点与工作平台的工作平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该垂直距离就相当

于测量处的焊锡之后的液晶模组整体高度，再结合液晶模组本身的标准厚度，两者相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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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焊锡的高度。本装置操作简单，并且测量的过程简单，只要液晶模组放到工作平

台，测量组件分别对准工作平台和液晶模组测量读数之后，测量出的数值差就是焊锡处液

晶模组的整体高度，然后再计算出焊锡高度或者直接判断焊锡高度是否合格即可。

[0040] 尽管已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但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一旦得知了基本

创造性概念，则可对这些实施例作出另外的变更和修改。所以，所附权利要求意欲解释为包

括优选实施例以及落入本实用新型范围的所有变更和修改。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

对本实用新型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这样，倘若本实用

新型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

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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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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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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