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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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2440145.4

(22)申请日 2019.12.30

(73)专利权人 东莞市云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大坪社

区沙苑一路8号B栋四楼

(72)发明人 冯海韵　

(74)专利代理机构 东莞科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4450

代理人 肖冬

(51)Int.Cl.

B07C 5/3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芯片检测设备技术领域，尤

其涉及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包括芯片上料工

位、检测工位和芯片下料工位，检测工位包括工

作台，工作台的一端设置有支架，支架的上端设

置有检测口，检测口的正下方设置有载具和驱动

载具移动的第一驱动机构，载具的上端设置有安

置槽，工作台的上端设置有移动支架和驱动移动

支架移动的第二驱动机构，移动支架的上端设置

有第一滑座和驱动第一滑座升降的第三驱动机

构，第一滑座设置有CCD检测仪，工作台上端还设

置有显示器；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提

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的消耗，提高了产品品

质，提高劳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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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根据检测工序依次包括芯片上料工位、检测工

位和芯片下料工位，所述芯片下料工位位于芯片上料工位与检测工位之间，所述检测工位

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一端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的上端设置有检测口，所述检测口的

正下方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载具和用于驱动载具沿Y轴方向移动的第一驱动机构，所述

载具的上端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安置槽，所述工作台的上端设置有移动支架和用于驱动

移动支架沿X轴方向移动的第二驱动机构，所述移动支架的上端设置有第一滑座和用于驱

动第一滑座沿Z轴升降的第三驱动机构，所述第一滑座设置有CCD检测仪；

所述工作台上端还设置有显示器，所述显示器与CCD检测仪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包括

第一丝杆和用于驱动第一丝杆转动的第一电机，所述载具的下端设置有第二滑座，所述第

二滑座与第一丝杆传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载具的上端还设置

有用于压住芯片的压片，所述压片设置有开槽，所述压片的下方设置有用于驱动压片转动

的第五驱动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驱动机构包括

转轴，所述转轴的一端与压片驱动连接，所述转轴的另一端设置有驱动齿轮，所述载具的侧

端设置有无杆气缸，所述无杆气缸的运动件设置有L形连接块，所述L形连接块的一端与无

杆气缸的运动件固定连接，所述L形连接块的另一端设置有齿条，所述齿条与驱动齿轮啮

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驱动机构包括

设置于工作台上端的第一滑轨，所述移动支架与第一滑轨滑动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驱动机构包括

第二丝杆和用于驱动第二丝杆转动的第二电机，所述第一滑座与第二丝杆传动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芯片下料工位包括

成品收料框和NG品收料框，所述成品收料框的前端和所述NG品收料框的前端均设置有机械

手传料机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传料机构包

括固定基台，所述固定基台的上端设置有转盘和用于驱动转盘转动的第二电机，所述转盘

的上端设置有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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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芯片检测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芯片，又称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芯片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

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芯片就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是集成电路的

载体，由晶圆分割而成。

[0003] 目前市场上的芯片因功能齐全、方便小巧等优点得到广泛的使用，加快了社会的

进步，方便人们的生活，但是，由于芯片小巧，制造起来很麻烦，造成生产后残次品数量较

多，在将晶元芯片装设在U盘的PCB板上前，需要将芯片移动至检测装置下进行检测。

[0004] 现有检测方式均通过人工进行肉眼识别，这样造成人力物力的损耗，不利于芯片

的固定，容易使得芯片发生偏移；且检测出不良产品后不能及时分类处理，容易造成产品混

淆，影响产品品质。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种芯片的检测装置。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本实用

新型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通过将芯片放置在载具上，通过载具的移动使得芯片移动，有利

于芯片的输送，芯片输送至检测口的下方，通过对CCD检测仪进行XZ轴方向的位移调节，使

得CCD检测仪对准芯片，CCD检测仪拍摄的芯片图像传输至显示器上进行辨别，通过对比判

断该芯片是否合格，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的消耗，提高了产品品质，提高劳动效率。

[0006]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根据检测工

序依次包括芯片上料工位、检测工位和芯片下料工位，所述芯片下料工位位于芯片上料工

位与检测工位之间，所述检测工位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一端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的

上端设置有检测口，所述检测口的正下方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载具和用于驱动载具沿Y

轴方向移动的第一驱动机构，所述载具的上端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安置槽，所述工作台

的上端设置有移动支架和用于驱动移动支架沿X轴方向移动的第二驱动机构，所述移动支

架的上端设置有第一滑座和用于驱动第一滑座沿Z轴升降的第三驱动机构，所述第一滑座

设置有CCD检测仪；所述工作台上端还设置有显示器，所述显示器与CCD检测仪电连接。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第一驱动机构包括第一丝杆和用于驱动第一丝杆转动的第一电

机，所述载具的下端设置有第二滑座，所述第二滑座与第一丝杆传动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载具的上端还设置有用于压住芯片的压片，所述压片设置有开槽，

所述压片的下方设置有用于驱动压片转动的第五驱动机构。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第五驱动机构包括转轴，所述转轴的一端与压片驱动连接，所述转

轴的另一端设置有驱动齿轮，所述载具的侧端设置有无杆气缸，所述无杆气缸的运动件设

置有L形连接块，所述L形连接块的一端与无杆气缸的运动件固定连接，所述L形连接块的另

一端设置有齿条，所述齿条与驱动齿轮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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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作为优选，所述第二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工作台上端的第一滑轨，所述移动支架

与第一滑轨滑动连接。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第三驱动机构包括第二丝杆和用于驱动第二丝杆转动的第二电

机，所述第一滑座与第二丝杆传动连接。

[0012] 作为优选，所述芯片下料工位包括成品收料框和NG品收料框，所述成品收料框的

前端和所述NG品收料框的前端均设置有机械手传料机构。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机械手传料机构包括固定基台，所述固定基台的上端设置有转盘

和用于驱动转盘转动的第二电机，所述转盘的上端设置有机械手。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根据检测工序依次包括芯片上

料工位、检测工位和芯片下料工位，所述芯片下料工位位于芯片上料工位与检测工位之间，

所述检测工位包括工作台，所述工作台的一端设置有支架，所述支架的上端设置有检测口，

所述检测口的正下方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载具和用于驱动载具沿Y轴方向移动的第一驱

动机构，所述载具的上端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安置槽，所述工作台的上端设置有移动支

架和用于驱动移动支架沿X轴方向移动的第二驱动机构，所述移动支架的上端设置有第一

滑座和用于驱动第一滑座沿Z轴升降的第三驱动机构，所述第一滑座设置有CCD检测仪；所

述工作台上端还设置有显示器，所述显示器与CCD检测仪电连接，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操

作方便，通过将芯片放置在载具上，通过载具的移动使得芯片移动，有利于芯片的输送，芯

片输送至检测口的下方，通过对CCD检测仪进行XZ轴方向的位移调节，使得CCD检测仪对准

芯片，CCD检测仪拍摄的芯片图像传输至显示器上进行辨别，通过对比判断该芯片是否合

格，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的消耗，提高了产品品质，提高劳动效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载具和第一驱动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载具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实用新型检测工位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实用新型机械手传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1至附图5，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地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晶元芯片检测装置，根据检测工序依次包括芯片上料工位1、检测

工位2和芯片下料工位3，所述芯片下料工位3位于芯片上料工位1与检测工位2之间，所述检

测工位2包括工作台21，所述工作台21的一端设置有支架22，所述支架22的上端设置有检测

口23，所述检测口23的正下方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载具4和用于驱动载具4沿Y轴方向移

动的第一驱动机构5，所述载具4的上端设置有用于放置芯片的安置槽41，所述工作台21的

上端设置有移动支架24和用于驱动移动支架24沿X轴方向移动的第二驱动机构，所述移动

支架24的上端设置有第一滑座25和用于驱动第一滑座25沿Z轴升降的第三驱动机构，所述

第一滑座25设置有CCD检测仪6；所述工作台上21端还设置有显示器7，所述显示器7与CCD检

测仪6电连接。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1437088 U

4



[0022] 本实施例通过将芯片放置在载具4上，通过载具4的移动使得芯片移动，有利于芯

片的输送，芯片输送至检测口23的下方，通过对CCD检测仪6进行XZ轴方向的位移调节，使得

CCD检测仪6对准芯片，CCD检测仪6拍摄的芯片图像传输至显示器7上进行辨别，通过对比判

断该芯片是否合格，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的消耗，提高了产品品质，提高劳动效率。

[0023]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驱动机构5包括第一丝杆51和用于驱动第一丝

杆51转动的第一电机52，所述载具4的下端设置有第二滑座42，所述第二滑座42与第一丝杆

51传动连接，通过第一电机52驱动第一丝杆51转动，载具4的移动使得芯片移动，有利于芯

片的输送。

[0024] 为了避免芯片在移动过程中发生偏移，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载具4的上端

还设置有用于压住芯片的压片45，所述压片45设置有开槽451，所述压片45的下方设置有用

于驱动压片45转动的第五驱动机构，第五驱动机构驱动压片45转动180度，将安置槽41打

开，将芯片放入安置槽41内，第五驱动机构再驱动压片45反转动180度，压片45将安置槽41

的开口盖住并固定芯片，开槽451的作用是便于CCD检测仪6拍摄芯片，压片45有利于芯片的

固定，方便芯片的安全输送，避免输送时发生偏移，有利于CCD检测仪6准确对芯片，提高一

体化程度。

[0025]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五驱动机构包括转轴461，所述转轴461的一端与压

片45驱动连接，所述转轴461的另一端设置有驱动齿轮462，所述载具4的侧端设置有无杆气

缸463，所述无杆气缸463的运动件设置有L形连接块464，所述L形连接块464的一端与无杆

气缸463的运动件固定连接，所述L形连接块464的另一端设置有齿条465，所述齿条465与驱

动齿轮462啮合，无杆气缸463的运动件运动，带动L形连接块464一起运动，L形连接块464一

端的齿条465驱动驱动齿轮462转动，带动转轴461转动，驱动压片45转动180度。

[0026]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二驱动机构包括设置于工作台21上端的第一滑轨

26，所述移动支架24与第一滑轨26滑动连接，通过螺杆传动机构驱动移动支架24沿第一滑

轨26移动。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三驱动机构包括第二丝杆27和用于驱动第二丝杆27转动的第

二电机28，所述第一滑座25与第二丝杆27传动连接，第二电机28驱动第二丝杆27转动，第一

滑座25带动CCD检测仪6上下移动对检测口23下对准芯片，  CCD检测仪6拍摄的芯片图像传

输至显示器7上进行辨别，通过对比判断该芯片是否合格，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力的消

耗，提高了产品品质，提高劳动效率。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芯片下料工位3包括成品收料框31和NG品收料框32，所述成品收

料框31的前端和所述NG品收料框32的前端均设置有机械手传料机构33，CCD检测仪6拍摄的

芯片图像传输至显示器7上进行辨别，通过对比判断该芯片是否合格，合格的芯片，载具4移

动至成品收料框31的前端，通过机械手传料机构33将该芯片放入成品收料框31内；NG的芯

片，载具4移动至NG品收料框32的前端，通过机械手传料机构33将该芯片放入NG品收料框32

内。

[0029]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机械手传料机构33包括固定基台331，所述固定基台

331的上端设置有转盘332和用于驱动转盘332转动的第二电机（图未标出），所述转盘332的

上端设置有机械手333，机械手333夹取载具4上的芯片，第二电机驱动转盘332转动180度，

该芯片放入成品收料框31或NG品收料框32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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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以上内容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依据本实

用新型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

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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