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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

于：包括放料工作台(1)和底板传送工作台(2)，

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用于装设芯片的料

架(3)，在所述底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传

递底板的传送带(4)，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和底

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将所述料架(3)内

的芯片粘贴到底板上的粘贴传动装置(5)，该芯

片粘贴装置能够快速、精确、高效地将芯片粘贴

到底板上去，大大提升芯片粘贴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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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放料工作台(1)和底板传送工作台(2)，在所述

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用于装设芯片的料架(3)，在所述底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传

递底板的传送带(4)，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和底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将所述料架

(3)内的芯片粘贴到底板上的粘贴传动装置(5)，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导轨(6)，所

述料架(3)设在所述导轨(6)上，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下方设有用于驱动所述料架(3)在所

述导轨(6)上活动的驱动气缸(7)，所述料架(3)包括铝片座(31)，设在所述铝片座(31)上的

用于装芯片的料夹(32)，在所述料夹(32)与所述铝片座(31)之间设有缝隙(33)，所述缝隙

(33)的宽度与芯片的厚度相当，在所述料夹(32)一侧设有用于将芯片从所述缝隙(33)中顶

出的顶料板(34)，在所述料夹(32)另一侧设有用于限定芯片位置的定位板(35)，在所述铝

片座(3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顶料板(34)动作的出料气缸(3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放料工作台(1)和所述传送

带(4)上表面高度一致，二者平行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粘贴传动装置(5)包括机架

(51)，设在所述机架(51)上的滑轨(52)，驱动所述滑轨(52)动作的第一驱动电机(53)，横跨

在所述滑轨(52)上的横梁(54)，设在所述横梁(54)上用于将所述料架(3)内的芯片粘贴到

底板上的吸盘装置(5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盘装置(55)包括吸盘机架

(551)，设在所述吸盘机架(551)上的竖向滑轨(552)，设在所述竖向滑轨(552)上的吸盘座

(553)，设在所述吸盘座(553)上的吸盘(554)，在所述吸盘机架(55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

吸盘座(553)在所述竖向滑轨(552)上滑动的第二驱动电机(555)，在所述第二驱动电机

(555)与所述吸盘座(553)之间连接有丝杆(55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盘(554)为多个，多个所述

吸盘(554)并排均匀设在所述吸盘座(553)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料夹(32)进料口处设有用

于将芯片向下顶出的下料板(37)，在所述铝片座(3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下料板(37)动作

的下料气缸(38)。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放

料工位(11)和取料工位(12)，所述料架(3)可在所述驱动气缸(7)的作用下在所述放料工位

(11)和取料工位(12)之间切换。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芯片粘贴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料架(3)为多个，与所述料架

(3)对应的所述放料工位(11)和取料工位(12)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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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芯片粘贴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芯片粘贴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芯片粘贴装置，其吸盘在吸取芯片的时候，由于大气压强的作用，吸盘容易

将相互粘贴在一起的两片或者多片芯片吸起，进而粘贴到凃有胶水的底板上，造成粘贴不

准确，影响工作效率，浪费材料的不良影响。

[0003] 传统的芯片粘贴装置，其芯片从料夹中出来的时候，容易卡到料夹的侧壁，造成卡

塞，芯片不能顺利地从料夹中挤出，进而造成芯片粘贴工序的停顿，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0004]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有必要对其提出解决方案，本发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

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芯片粘贴

装置，该芯片粘贴装置能够快速、精确、高效地将芯片粘贴到底板上去，大大提升芯片粘贴

的质量和效率。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下述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芯片粘贴装置，包括放料工作台1和底板传送工作台2，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

设有用于装设芯片的料架3，在所述底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传递底板的传送带4，在所

述放料工作台1和底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将所述料架3内的芯片粘贴到底板上的粘贴

传动装置5。

[0008] 如上所述放料工作台1和所述传送带4上表面高度一致，二者平行放置。

[0009] 如上所述粘贴传动装置5包括机架51，设在所述机架51上的滑轨52，驱动所述滑轨

52动作的第一驱动电机53，横跨在所述滑轨52上的横梁54，设在所述横梁54上用于将所述

料架3内的芯片粘贴到所述底板4上的吸盘装置55。

[0010] 如上所述吸盘装置55包括吸盘机架551，设在所述吸盘机架551上的竖向滑轨552，

设在所述竖向滑轨552上的吸盘座553，设在所述吸盘座553上的吸盘554，在所述吸盘机架

55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吸盘座553在所述竖向滑轨552上滑动的第二驱动电机555，在所述

第二驱动电机555与所述吸盘座553之间连接有丝杆556。

[0011] 如上所述吸盘554为多个，多个所述吸盘554并排均匀设在所述吸盘座553上。

[0012] 如上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导轨6，所述料架3设在所述导轨6上，在所述放料

工作台1下方设有用于驱动所述料架3在所述导轨6上活动的驱动气缸7。

[0013] 如上所述料架3包括铝片座31，设在所述铝片座31上的用于装芯片的料夹32，在所

述料夹32与所述铝片座31之间设有缝隙33，所述缝隙33的宽度与芯片的厚度相当，在所述

料夹32一侧设有用于将芯片从所述缝隙33中顶出的顶料板34，在所述料夹32另一侧设有用

于限定芯片位置的定位板35，在所述铝片座3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顶料板34动作的出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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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36。

[0014] 在如上所述料夹32进料口处设有用于将芯片向下顶出的下料板37，在所述铝片座

3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下料板37动作的下料气缸38。

[0015] 在如上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放料工位11和取料工位12，所述料架3可在所述驱

动气缸7的作用下在所述放料工位11和取料工位12之间切换。

[0016] 如上所述料架3为多个，与所述料架3对应的所述放料工位11和取料工位12为多

个。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发明提供一种芯片粘贴装置，该芯片粘贴装置通过在料夹下方设置缝隙，缝

隙的高度与芯片的厚度一致，缝隙之中每次只供一层芯片穿出，然后通过顶料板将芯片顶

出，芯片进入到定位板，之后吸盘将芯片吸取，移动到底板上方，并将芯片粘贴到表层涂覆

胶水的底板上，从而完成芯片粘贴工序，大大提升芯片粘贴的质量和效率。

[0019] 2、本发明之中在料夹的进料口处设有用于将芯片向下顶出的下料板，在所述铝片

座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下料板动作的下料气缸，从而防止芯片在下料的过程中卡塞到料夹

的侧壁，保证芯片顺利从料夹之中下料，从而保证工作质量和效率。

[0020] 3、本发明之中在所述放料工作台上设有放料工位和取料工位，所述料架可在所述

驱动气缸的作用下在所述放料工位和取料工位之间切换，所述料架为多个，与所述料架对

应的所述放料工位和取料工位为多个，工作人员可在放料工位放料，待放料完成之后，启动

驱动气缸，将料架推送到取料工位，由于料架为多个，可实现工作人员与机器的同步运作，

从而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0021] 4、本发明之中吸盘为多个，可一次吸取多个芯片进而粘贴到底板上，大大提升粘

贴的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视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另一角度的立体视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吸盘装置的立体视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料架的立体视图。

[0027] 图6为图5之中的A部局部放大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料架另一角度的立体视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料架的爆炸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0031] 如图1至图8所示，一种芯片粘贴装置，包括放料工作台1和底板传送工作台2，在所

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用于装设芯片的料架3，在所述底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传递底

板的传送带4，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和底板传送工作台2上设有用于将所述料架3内的芯片粘

贴到底板上的粘贴传动装置5，本发明提供一种芯片粘贴装置，该芯片粘贴装置通过在料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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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设置缝隙，缝隙的高度与芯片的厚度一致，缝隙之中每次只供一层芯片穿出，然后通过

顶料板将芯片顶出，芯片进入到定位板，之后吸盘将芯片吸取，移动到底板上方，并将芯片

粘贴到表层涂覆胶水的底板上，从而完成芯片粘贴工序，大大提升芯片粘贴的质量和效率。

[0032] 如图1、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放料工作台1和所述传送带4上表面高度一

致，二者平行放置。

[0033] 如图1、图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粘贴传动装置5包括机架51，设在所述机架51

上的滑轨52，驱动所述滑轨52动作的第一驱动电机53，横跨在所述滑轨52上的横梁54，设在

所述横梁54上用于将所述料架3内的芯片粘贴到所述底板4上的吸盘装置55。

[0034] 如图1、图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吸盘装置55包括吸盘机架551，设在所述吸盘

机架551上的竖向滑轨552，设在所述竖向滑轨552上的吸盘座553，设在所述吸盘座553上的

吸盘554，在所述吸盘机架55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吸盘座553在所述竖向滑轨552上滑动的

第二驱动电机555，在所述第二驱动电机555与所述吸盘座553之间连接有丝杆556。

[0035] 如图1、图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吸盘554为多个，多个所述吸盘554并排均匀

设在所述吸盘座553上，本发明之中吸盘为多个，可一次吸取多个芯片进而粘贴到底板上，

大大提升粘贴的工作效率。

[0036]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导轨6，所述料架3

设在所述导轨6上，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下方设有用于驱动所述料架3在所述导轨6上活动的

驱动气缸7。

[0037] 如图1、图5、图6、图7、图8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料架3包括铝片座31，设在所述

铝片座31上的用于装芯片的料夹32，在所述料夹32与所述铝片座31之间设有缝隙33，所述

缝隙33的宽度与芯片的厚度相当，在所述料夹32一侧设有用于将芯片从所述缝隙33中顶出

的顶料板34，在所述料夹32另一侧设有用于限定芯片位置的定位板35，在所述铝片座31上

设有用于驱动所述顶料板34动作的出料气缸36，本发明之中在料夹的进料口处设有用于将

芯片向下顶出的下料板，在所述铝片座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下料板动作的下料气缸，从而

防止芯片在下料的过程中卡塞到料夹的侧壁，保证芯片顺利从料夹之中下料，从而保证工

作质量和效率。

[0038] 如图1、图5、图6、图7、图8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料夹32进料口处设有用于将

芯片向下顶出的下料板37，在所述铝片座31上设有用于驱动所述下料板37动作的下料气缸

38。

[0039]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在所述放料工作台1上设有放料工位11和取

料工位12，所述料架3可在所述驱动气缸7的作用下在所述放料工位11和取料工位12之间切

换。

[0040] 如图1、图2、图3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料架3为多个，与所述料架3对应的所述

放料工位11和取料工位12为多个，本发明之中在所述放料工作台上设有放料工位和取料工

位，所述料架可在所述驱动气缸的作用下在所述放料工位和取料工位之间切换，所述料架

为多个，与所述料架对应的所述放料工位和取料工位为多个，工作人员可在放料工位放料，

待放料完成之后，启动驱动气缸，将料架推送到取料工位，由于料架为多个，可实现工作人

员与机器的同步运作，从而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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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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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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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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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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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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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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