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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工业自动化装备，更具体地说，

涉及一种用于芯片的自动化输送和存储装置。制

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包括：工作台、固连

于所述工作台上的下模具、用于推动芯片毛坯上

升运动的芯片上升送料机构、用于从所述芯片上

升送料机构上抓取到芯片毛坯并将其放置到所

述下模具上的毛坯上料机械手、用于对芯片毛坯

进行制造加工的挤压成型机构、用于输送芯片体

的汇合轨道、用于将两条芯片滑槽上的芯片体抓

取到所述汇合轨道上的龙门机械手。本发明制造

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用于实现芯片的自动

化输送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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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其特征在于，包括：工作台、固连于所述工作台

上的下模具、用于推动芯片毛坯上升运动的芯片上升送料机构、用于从所述芯片上升送料

机构上抓取到芯片毛坯并将其放置到所述下模具上的毛坯上料机械手、用于对芯片毛坯进

行制造加工的挤压成型机构、用于输送芯片体的汇合轨道、用于将两条芯片滑槽上的芯片

体抓取到所述汇合轨道上的龙门机械手；

所述龙门机械手包括：龙门支架、机械手电机、水平同步带传动机构、机械手水平滑板、

龙门竖直滑台、左侧真空吸盘、右侧真空吸盘，所述龙门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机械

手电机固连于所述龙门支架，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活动连接于所述龙门支架，所述机械手

电机的输出轴通过所述水平同步带传动机构驱动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做水平滑动；所述龙

门竖直滑台固连于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所述龙门竖直滑台的下部固连有所述左侧真空吸

盘和右侧真空吸盘；

所述挤压成型机构包括：下模具、成型底板、成型立柱、成型运动板、成型固定板、成型

大气缸、模中推出气缸、推出连接板、模中推板、二道折弯板、折弯直线导轨、一道折弯推板、

切除刀口、驱动辊子、拍平块、对正销钉、芯片通道，所述成型底板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

成型立柱竖直固连于所述成型底板，所述成型固定板固连于所述成型立柱的顶端，所述成

型运动板活动连接于所述成型立柱，所述成型大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成型固定板，所

述成型大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成型运动板；所述下模具固连于所述成型底板，

所述下模具上设置有芯片下降通道、芯片推出通道，所述芯片下降通道用于芯片体从竖直

方向下降并到达所述芯片推出通道，所述芯片推出通道用于芯片体从水平方向移动；所述

模中推板通过所述推出连接板固连于所述模中推出气缸，所述模中推出气缸用于驱动所述

模中推板做直线运动，所述模中推板活动连接于所述芯片推出通道；所述二道折弯板活动

连接于所述折弯直线导轨，所述二道折弯板位于所述芯片通道的两侧，所述二道折弯板设

置有驱动斜面、对引脚进行折弯的折弯面；所述成型运动板的下部固连有所述一道折弯推

板、切除刀口、驱动辊子、拍平块、对正销钉，所述一道折弯推板和所述芯片下降通道相匹

配，所述切除刀口用于切除连接片，所述驱动辊子和所述驱动斜面相匹配并推动所述二道

折弯板向芯片滑道所在方向运动，所述拍平块用于将位于所述芯片滑槽的引脚拍平，所述

对正销钉和所述下模具上的对正圆柱孔相匹配，用于提高所述成型运动板的运动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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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自动化装备，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用于芯片的自动化制造装备。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自动化是在工业生产中广泛采用自动控制、自动调整装置，用以代替人工操

纵机器和机器体系进行加工生产的趋势。在工业生产自动化条件下，人只是间接地照管和

监督机器进行生产。工业自动化，按其发展阶段可分为：(1)  半自动化。即部分采用自动控

制和自动装置，而另一部分则由人工操作机器进行生产。(2)  全自动化。指生产过程中全部

工序，包括上料、下料、装卸等，都不需要人直接进行生产操作  (人只是间接地看管和监督

机器运转)，而由机器连续地、重复地自动生产出一个或一批产品。

[0003] 工业自动化技术是一种运用控制理论、仪器仪表、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对工业

生产过程实现检测、控制、优化、调度、管理和决策，达到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确

保安全等目的综合性高技术，包括工业自动化软件、硬件和系统三大部分。  工业自动化技

术作为20世纪现代制造领域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主要解决生产效率与一致性问题。无论

高速大批量制造企业还是追求灵活、柔性和定制化企业，都必须依靠自动化技术的应用。 

自动化系统本身并不直接创造效益，但它对企业生产过程起着明显的提升作用：

[0004] （1）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性；

[0005] （2）提高生产效率；

[0006] （3）提高产品质量；

[0007] （4）减少生产过程的原材料、能源损耗。

[0008] 在生产过程中，传统的芯片的搬运和输送都是手工方式的，导致产品的一致性低，

利用工业自动化技术实现芯片制造作业的自动化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应用在芯片的制造

过程中；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用于实现芯片的自动化输送和制造。

[0010] 一种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包括：工作台、固连于所述工作台上的下模

具、用于推动芯片毛坯上升运动的芯片上升送料机构、用于从所述芯片上升送料机构上抓

取到芯片毛坯并将其放置到所述下模具上的毛坯上料机械手、用于对芯片毛坯进行制造加

工的挤压成型机构、用于输送芯片体的汇合轨道、用于将两条芯片滑槽上的芯片体抓取到

所述汇合轨道上的龙门机械手；

[0011] 所述龙门机械手包括：龙门支架、机械手电机、水平同步带传动机构、机械手水平

滑板、龙门竖直滑台、左侧真空吸盘、右侧真空吸盘，所述龙门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

机械手电机固连于所述龙门支架，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活动连接于所述龙门支架，所述机

械手电机的输出轴通过所述水平同步带传动机构驱动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做水平滑动；所

述龙门竖直滑台固连于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所述龙门竖直滑台的下部固连有所述左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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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吸盘和右侧真空吸盘。

[0012] 优选地，所述挤压成型机构包括：下模具、成型底板、成型立柱、成型运动板、成型

固定板、成型大气缸、模中推出气缸、推出连接板、模中推板、二道折弯板、折弯直线导轨、一

道折弯推板、切除刀口、驱动辊子、拍平块、对正销钉、芯片通道，所述成型底板固连于所述

工作台，所述成型立柱竖直固连于所述成型底板，所述成型固定板固连于所述成型立柱的

顶端，所述成型运动板活动连接于所述成型立柱，所述成型大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成

型固定板，所述成型大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成型运动板；所述下模具固连于所

述成型底板，所述下模具上设置有芯片下降通道、芯片推出通道，所述芯片下降通道用于芯

片体从竖直方向下降并到达所述芯片推出通道，所述芯片推出通道用于芯片体从水平方向

移动；所述模中推板通过所述推出连接板固连于所述模中推出气缸，所述模中推出气缸用

于驱动所述模中推板做直线运动，所述模中推板活动连接于所述芯片推出通道；所述二道

折弯板活动连接于所述折弯直线导轨，所述二道折弯板位于所述芯片通道的两侧，所述二

道折弯板设置有驱动斜面、对引脚进行折弯的折弯面；所述成型运动板的下部固连有所述

一道折弯推板、切除刀口、驱动辊子、拍平块、对正销钉，所述一道折弯推板和所述芯片下降

通道相匹配，所述切除刀口用于切除连接片，所述驱动辊子和所述驱动斜面相匹配并推动

所述二道折弯板向所述芯片滑道所在方向运动，所述拍平块用于将位于所述芯片滑槽的引

脚拍平，所述对正销钉和所述下模具上的对正圆柱孔相匹配，用于提高所述成型运动板的

运动精度。

[0013] 优选地，所述芯片上升送料机构包括：用于存储芯片毛坯的芯片料夹、用于固定所

述芯片料夹的料夹换位机构、用于推动所述芯片毛坯上升运动的推力上升机构；芯片毛坯

叠放于所述芯片料夹中，芯片毛坯位于上升推板的上部，所述料夹换位机构通过料夹锁固

定住两个所述芯片料夹，所述推力上升机构通过推动所述上升推板使芯片毛坯不断上升；

所述料夹换位机构上设置有工作台缺口，所述推力上升机构的上升滑板、推力工作台可以

从所述工作台缺口中通过；

[0014] 所述毛坯上料机械手包括：毛坯机械手支架、毛坯水平气缸、毛坯连接板、毛坯竖

直气缸、真空吸盘，所述毛坯机械手支架固连于所述工作台，所述毛坯水平气缸的气缸体固

连于所述毛坯机械手支架，所述毛坯连接板固连于所述毛坯水平气缸的活塞杆的末端，所

述毛坯竖直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毛坯连接板，所述真空吸盘固连于所述毛坯竖直气缸

的活塞杆的末端。

[0015] 优选地，所述料夹换位机构包括：换位底板、换位导轨、换位无杆气缸、换位滑板、

料夹锁、换位支架，所述换位导轨、换位无杆气缸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换位底板，所述换位

滑板活动连接于所述换位导轨，所述换位无杆气缸驱动所述换位滑板沿所述换位导轨滑

动；所述换位支架固连于所述换位滑板，所述换位支架上设置有用于容纳所述芯片料夹的

容腔，所述料夹锁固连于所述换位支架上，所述料夹锁将所述芯片料夹固连于所述换位支

架上。

[0016] 优选地，所述料夹锁包括：锁底座、锁把手、锁压板、锁连杆、锁中间连杆、锁摆动

杆、一号铰链、二号铰链、三号铰链、四号铰链、锁紧螺栓，所述锁底座固连于所述换位支架，

所述锁把手固连于所述锁中间连杆，所述锁压板固连于所述锁摆动杆；所述锁连杆通过所

述一号铰链活动连接于所述锁底座，所述锁摆动杆通过四号铰链活动连接于所述锁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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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锁中间连杆的一端通过所述二号铰链活动连接于所述锁连杆，所述锁中间连杆的另一

端通过所述三号铰链活动连接于所述锁摆动杆；在所述锁压板的末端固连有所述锁紧螺

栓，所述锁紧螺栓的脑头用于压住所述芯片料夹。

[0017] 优选地，当所述料夹锁处于锁紧状态时，所述脑头压于所述芯片料夹上，所述一号

铰链、二号铰链、三号铰链三点处于同一直线上。

[0018] 优选地，所述芯片料夹包括：料夹体、上升推板、立式导柱、护板，所述立式导柱的

两端固连于所述料夹体，所述上升推板活动连接于所述立式导柱，在所述上升推板的前方

设置有所述护板。

[0019] 芯片毛坯放置于所述上升推板上，连接片位于所述料夹体和护板之间，芯片体通

过引脚固连于连接片。

[0020] 优选地，所述推力上升机构包括：上升底板、上升顶板、上升导柱、上升导套、上升

滑板、推力工作台、上升驱动电机、同步带传动机构、滚珠丝杆、滚珠螺母，所述上升底板、上

升顶板通过所述上升导柱实现固定连接，所述上升导套固连于所述上升滑板，所述上升导

套活动连接于所述上升导柱；所述滚珠螺母固连于所述上升滑板，所述滚珠丝杆活动连接

于所述上升底板、上升顶板，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轴通过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连接于所述

滚珠丝杆，所述滚珠螺母活动连接于所述滚珠丝杆；所述上升滑板的上部设置有用于推动

所述上升推板的推力工作台。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3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5、6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芯片上升送料机构的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芯片上升送料机构在俯视图状态下

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9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芯片料夹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0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推力上升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11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毛坯上料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2、13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挤压成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4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下模具的全剖结构示意图；

[0030] 图15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挤压成型机构的A处局部结构示意

图；

[0031] 图16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挤压成型机构的B处局部结构示意

图；

[0032] 图17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龙门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33] 1  芯片上升送料机构、2  芯片料夹、3  料夹换位机构、4  推力上升机构、6  芯片毛

坯、7  芯片体、8  引脚、9  连接片、20  料夹体、21  上升推板、22  立式导柱、23  护板、28  换位

底板、29  换位导轨、30  换位无杆气缸、31  换位滑板、32  料夹锁、33  换位支架、35  锁底座、

36  锁把手、37  锁压板、38  锁连杆、39  锁中间连杆、40  锁摆动杆、41  一号铰链、42  二号铰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9256347 B

5



链、43  三号铰链、44  四号铰链、45  锁紧螺栓、46  脑头、50  上升底板、51  上升顶板、52  上

升导柱、53  上升导套、54  上升滑板、55  推力工作台、56  上升驱动电机、57 同步带传动机

构、58  滚珠丝杆、59  滚珠螺母、60  工作台缺口、65  工作台、66  下模具、67  毛坯上料机械

手、70  毛坯机械手支架、71  毛坯水平气缸、72  毛坯连接板、73  毛坯竖直气缸、74  真空吸

盘、76  挤压成型机构、80  成型底板、81  成型立柱、82  成型运动板、83  成型固定板、84  成

型大气缸、85  模中推出气缸、86  推出连接板、87  模中推板、88  芯片下降通道、89  芯片推

出通道、90  二道折弯板、91  折弯直线导轨、92 驱动斜面、93  折弯面、94  一道折弯推板、95 

切除刀口、96  驱动辊子、97  拍平块、98  对正销钉、99  对正圆柱孔、100  芯片滑道、101  龙

门机械手、103  汇合轨道、105  龙门支架、106  机械手电机、107  水平同步带传动机构、108 

机械手水平滑板、109 龙门竖直滑台、110  左侧真空吸盘、111  右侧真空吸盘。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明，但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制，

附图中类似的元件标号代表类似的元件。如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造芯片的智能化

生产流水线，应用在芯片的制造过程中；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用于实现芯

片的自动化输送和制造。

[0035] 图1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总体结构示意图，图2、3是本发明制

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局部结构示意图，图4、5、6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

流水线的芯片上升送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图7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

芯片上升送料机构在俯视图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图8、9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

流水线的芯片料夹的结构示意图，图10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推力上升

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图11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毛坯上料机械手的结构

示意图，图12、13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挤压成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图

14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下模具的全剖结构示意图，图15是本发明制造

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挤压成型机构的A处局部结构示意图，图16是本发明制造芯片

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挤压成型机构的B处局部结构示意图，图17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

能化生产流水线的龙门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36] 一种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包括：工作台65、固连于所述工作台65上的下

模具66、用于推动芯片毛坯6上升运动的芯片上升送料机构1、用于从所述芯片上升送料机

构1上抓取到芯片毛坯6并将其放置到所述下模具66上的毛坯上料机械手67、用于对芯片毛

坯6进行制造加工的挤压成型机构76、用于输送芯片体7的汇合轨道103、用于将两条芯片滑

槽100上的芯片体7抓取到所述汇合轨道103上的龙门机械手101；

[0037] 所述龙门机械手101包括：龙门支架105、机械手电机106、水平同步带传动机构

107、机械手水平滑板108、龙门竖直滑台109、左侧真空吸盘110、右侧真空吸盘111，所述龙

门支架105固连于所述工作台65，所述机械手电机106固连于所述龙门支架105，所述机械手

水平滑板108活动连接于所述龙门支架105，所述机械手电机106的输出轴通过所述水平同

步带传动机构107驱动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108做水平滑动；所述龙门竖直滑台109固连于

所述机械手水平滑板108，所述龙门竖直滑台109的下部固连有所述左侧真空吸盘110和右

侧真空吸盘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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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更具体地，所述挤压成型机构76包括：下模具66、成型底板80、成型立柱81、成型运

动板82、成型固定板83、成型大气缸84、模中推出气缸85、推出连接板86、模中推板87、二道

折弯板90、折弯直线导轨91、一道折弯推板94、切除刀口95、驱动辊子96、拍平块97、对正销

钉98、芯片通道100，所述成型底板80固连于所述工作台65，所述成型立柱81竖直固连于所

述成型底板80，所述成型固定板83固连于所述成型立柱81的顶端，所述成型运动板82活动

连接于所述成型立柱81，所述成型大气缸84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成型固定板83，所述成型

大气缸84的活塞杆的末端固连于所述成型运动板82；所述下模具66固连于所述成型底板

80，所述下模具66上设置有芯片下降通道88、芯片推出通道89，所述芯片下降通道88用于芯

片体7从竖直方向下降并到达所述芯片推出通道89，所述芯片推出通道89用于芯片体7从水

平方向移动；所述模中推板87通过所述推出连接板86固连于所述模中推出气缸85，所述模

中推出气缸85用于驱动所述模中推板87做直线运动，所述模中推板87活动连接于所述芯片

推出通道89；所述二道折弯板90活动连接于所述折弯直线导轨91，所述二道折弯板90位于

所述芯片通道100的两侧，所述二道折弯板90设置有驱动斜面92、对引脚8进行折弯的折弯

面93；所述成型运动板82的下部固连有所述一道折弯推板94、切除刀口95、驱动辊子96、拍

平块97、对正销钉98，所述一道折弯推板94和所述芯片下降通道88相匹配，所述切除刀口95

用于切除连接片9，所述驱动辊子96和所述驱动斜面92相匹配并推动所述二道折弯板90向

所述芯片滑道100所在方向运动，所述拍平块97用于将位于所述芯片滑槽100的引脚8拍平，

所述对正销钉98和所述下模具66上的对正圆柱孔99相匹配，用于提高所述成型运动板82的

运动精度。

[0039] 更具体地，所述芯片上升送料机构1包括：用于存储芯片毛坯6的芯片料夹2、用于

固定所述芯片料夹2的料夹换位机构3、用于推动所述芯片毛坯6上升运动的推力上升机构

4；芯片毛坯6叠放于所述芯片料夹2中，芯片毛坯6位于上升推板21的上部，所述料夹换位机

构3通过料夹锁32固定住两个所述芯片料夹2，所述推力上升机构4通过推动所述上升推板

21使芯片毛坯6不断上升；所述料夹换位机构3上设置有工作台缺口60，所述推力上升机构4

的上升滑板54、推力工作台55可以从所述工作台缺口60中通过；

[0040] 所述毛坯上料机械手67包括：毛坯机械手支架70、毛坯水平气缸71、毛坯连接板

72、毛坯竖直气缸73、真空吸盘74，所述毛坯机械手支架70固连于所述工作台65，所述毛坯

水平气缸71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毛坯机械手支架70，所述毛坯连接板72固连于所述毛坯水

平气缸71的活塞杆的末端，所述毛坯竖直气缸73的气缸体固连于所述毛坯连接板72，所述

真空吸盘74固连于所述毛坯竖直气缸73的活塞杆的末端。

[0041] 更具体地，所述料夹换位机构3包括：换位底板28、换位导轨29、换位无杆气缸30、

换位滑板31、料夹锁32、换位支架33，所述换位导轨29、换位无杆气缸30的气缸体固连于所

述换位底板28，所述换位滑板31活动连接于所述换位导轨29，所述换位无杆气缸30驱动所

述换位滑板31沿所述换位导轨29滑动；所述换位支架33固连于所述换位滑板31，所述换位

支架33上设置有用于容纳所述芯片料夹2的容腔，所述料夹锁32固连于所述换位支架33上，

所述料夹锁32将所述芯片料夹2固连于所述换位支架33上。

[0042] 更具体地，所述料夹锁32包括：锁底座35、锁把手36、锁压板37、锁连杆38、锁中间

连杆39、锁摆动杆40、一号铰链41、二号铰链42、三号铰链43、四号铰链44、锁紧螺栓45，所述

锁底座35固连于所述换位支架33，所述锁把手36固连于所述锁中间连杆39，所述锁压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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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连于所述锁摆动杆40；所述锁连杆38通过所述一号铰链41活动连接于所述锁底座35，所

述锁摆动杆40通过四号铰链44活动连接于所述锁底座35，所述锁中间连杆39的一端通过所

述二号铰链42活动连接于所述锁连杆38，所述锁中间连杆39的另一端通过所述三号铰链43

活动连接于所述锁摆动杆40；在所述锁压板37的末端固连有所述锁紧螺栓45，所述锁紧螺

栓45的脑头46用于压住所述芯片料夹2。

[0043] 更具体地，当所述料夹锁32处于锁紧状态时，所述脑头46压于所述芯片料夹2上，

所述一号铰链41、二号铰链42、三号铰链43三点处于同一直线上。

[0044] 更具体地，所述芯片料夹2包括：料夹体20、上升推板21、立式导柱22、护板23，所述

立式导柱22的两端固连于所述料夹体20，所述上升推板21活动连接于所述立式导柱22，在

所述上升推板21的前方设置有所述护板23。

[0045] 芯片毛坯6放置于所述上升推板21上，连接片位于所述料夹体20和护板23之间，芯

片体通过引脚8固连于连接片9。

[0046] 更具体地，所述推力上升机构4包括：上升底板50、上升顶板51、上升导柱52、上升

导套53、上升滑板54、推力工作台55、上升驱动电机56、同步带传动机构57、滚珠丝杆58、滚

珠螺母59，所述上升底板50、上升顶板51通过所述上升导柱52实现固定连接，所述上升导套

53固连于所述上升滑板54，所述上升导套53活动连接于所述上升导柱52；所述滚珠螺母59

固连于所述上升滑板54，所述滚珠丝杆58活动连接于所述上升底板50、上升顶板51，所述驱

动电机56的输出轴通过所述同步带传动机构57连接于所述滚珠丝杆58，所述滚珠螺母59活

动连接于所述滚珠丝杆58；所述上升滑板54的上部设置有用于推动所述上升推板21的推力

工作台55。

[0047] 最后，应当指出，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较有代表

性的例子。显然，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不限于上述实施例，还可以有许多变

形。凡是依据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

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应认为属于本发明制造芯片的智能化生产流水线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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