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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

的收板机，包括机械手臂、输送机构、放料机构、

胶板台组件、吸板机构；机械手臂上装有吸盘板；

输送机构设置于机械手臂前方，输送机构用于输

送物料；放料机构设置于输送机构一侧，放料机

构用于放置物料；胶板台组件设置于放料机构后

侧；吸板机构设置于胶板台组件与放料机构上

方，用于吸附抓取胶板台组件上或放料机构上的

胶板；完成板件归集，避免对物料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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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机械手臂(100)，所述机械手臂(100)上装有吸盘板(110)；

输送机构(200)，所述输送机构(200)设置于所述机械手臂(100)前方，所述输送机构

(200)用于输送物料；

放料机构(300)，所述放料机构(300)设置于所述输送机构(200)一侧，所述放料机构

(300)用于放置物料；

胶板台组件(400)，所述胶板台组件(400)设置于所述放料机构(300)后侧；

吸板机构(500)，所述吸板机构(500)设置于所述胶板台组件(400)与所述放料机构

(300)上方，用于吸附抓取所述胶板台组件(400)上或所述放料机构(300)上的胶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机构

(200)包括：

输送辊组(210)，所述输送辊组(210)由多个输送胶辊(211)平行排列组成，所述输送胶

辊(211)间串联并通过第一伺服电机(220)驱动；

校正夹板(230)，所述校正夹板(230)包括左校正夹板(231)和右校正夹板(232)，所述

左校正夹板(231)与所述右校正夹板(232)分别位于左右两侧；

左固定座板(240)，所述左固定座板(240)用于安装所述左校正夹板(231)，所述左固定

座板(240)底部装有两个左滑座(241)；

右固定座板(250)，所述右固定座板(250)用于安装所述右校正夹板(232)，所述右固定

座板(250)底部装有两个右滑座(251)；

两个导轨(260)，两个所述导轨(260)分别与所述左滑座(241)、所述右滑座(251)配合；

传动皮带轮(270)，所述传动皮带轮(270)采用两个，所述传动皮带轮(270)间装有传动

皮带圈(280)，所述传动皮带圈(280)分别与所述左滑座(241)和右滑座(251)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放料机构

(300)包括：

升降座板(310)，所述升降座板(310)前侧装有排列安装有胶盘支板(311)，所述升降座

板(310)后侧装有功能板(312)；

丝杆螺母(320)，所述丝杆螺母(320)固定于所述功能板(312)中央，所述丝杆螺母

(320)上装有升降丝杆(330)，所述升降丝杆(330)底部装有从动伞形齿轮(340)；

减速电机(350)，所述减速电机(350)上装有与所述从动伞形齿轮(340)啮合的主动伞

形齿轮(36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板

(312)上装有位于所述丝杆螺母(320)两侧的直线轴承座(370)，所述直线轴承座(370)上装

有导向杆(371)，所述导向杆(371)顶部通过轴心座(372)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杆(371)底部

固定有底板(380)，所述底板(380)与所述减速电机(350)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胶板台组

件(400)包括：

胶板平台(410)，所述胶板台组件(400)四边开有缺位(411)；

纸板挡板(420)，所述纸板挡板(420)与所述缺位(411)配合，所述纸板挡板(420)底部

两端装有滑块(421)，所述滑块(421)中央穿装有滑杆(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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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导向杆(430)，所述升降导向杆(430)顶端固定于所述胶板平台(410)底面；

升降底板(440)，所述升降底板(440)固定在两个所述升降导向杆(430)下端；

胶板丝杆螺母(450)，所述胶板丝杆螺母(450)装于所述升降底板(440)中央；

放纸丝杆(460)，所述放纸丝杆(460)与所述胶板丝杆螺母(450)螺纹连接，所述放纸丝

杆(460)底端装有轴承下座(461)，所述放纸丝杆(460)顶端装有被动链轮(462)；

胶板电机(470)，所述胶板电机(470)上装有主动链轮(471)，所述主动链轮(471)与所

述被动链轮(462)间绕装有链条(47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板机构

(500)包括：

安装台板(510)，所述安装台板(510)背侧装有立板(520)；

直线电机(530)，所述直线电机(530)上装有滑动台板(540)，所述滑动台板(540)与所

述立板(520)连接；

升降气缸(550)，所述升降气缸(550)固定于所述安装台板(510)上，所述升降气缸

(550)的活塞杆穿过所述安装台板(510)伸向所述安装台板(510)下方；

连接杆(560)，所述连接杆(560)装于所述安装台板(510)下方，并与所述升降气缸

(550)的活塞杆连接；

吸杆臂(570)，所述吸杆臂(570)排列安装于所述连接杆(560)上，并与所述连接杆

(560)相互垂直；

吸杆(580)，所述吸杆(580)排列安装于所述吸杆臂(570)上。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推车

(390)，所述推车(390)上设有平台板(391)，所述平台板(391)底部分别设有前底梁(3911)、

后底梁(3912)，所述平台板(391)放置于所述胶盘支板(311)上，所述胶盘支板(311)上分别

设有前挡板(3111)、后挡板(3112)，所述前挡板(3111)抵紧于所述前底梁(3911)前侧，所述

后挡板(3112)抵紧于所述后底梁(3912)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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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物料生产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

背景技术

[0002] 电路板使电路迷你化、直观化，对于固定电路的批量生产和优化用电器布局起重

要作用，在对电路板进行贴合之前需要对电路板基板进行棕化的处理，通过棕化的处理可

以使后续的贴合更加的紧密，不会出现炸开的现象，由于多层电路板生产有严格的生产要

求，需要杜绝一切有可能的污染源，因此需要一种确保不污染的收板机。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之一。为此，本实用新型提

出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能够代替人手收板的物料内层棕化的收板机。

[0004]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包括机械手臂、输送

机构、放料机构、胶板台组件、吸板机构；所述机械手臂上装有吸盘板；所述输送机构设置于

所述机械手臂前方，所述输送机构用于输送物料；所述放料机构设置于所述输送机构一侧，

所述放料机构用于放置物料；所述胶板台组件设置于所述放料机构后侧；所述吸板机构设

置于所述胶板台组件与所述放料机构上方，用于吸附抓取所述胶板台组件上或所述放料机

构上的胶板。

[0005]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输送机构包括输送辊组、校正夹板、左固定座

板、右固定座板、两个导轨、传动皮带轮；所述输送辊组由多个输送胶辊平行排列组成，所述

输送胶辊间串联并通过第一伺服电机驱动；所述校正夹板分为左校正夹板、右校正夹板，所

述左校正夹板与所述右校正夹板分别位于左右两侧；所述左固定座板用于固定安装所述左

校正夹板，所述左固定座板底部装有两个左滑座；所述右固定座板用于固定安装所述右校

正夹板，所述右固定座板底部装有两个右滑座；两个所述导轨分别与所述左滑座、所述右滑

座配合；所述传动皮带轮采用两个，所述传动皮带轮间装有传动皮带圈，所述传动皮带圈分

别与所述左滑座、右滑座连接。

[000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放料机构包括升降座板、

[0007] 丝杆螺母、减速电机；所述升降座板前侧装有排列安装有胶盘支板，所述升降座板

后侧装有功能板；所述丝杆螺母固定于所述功能板中央，所述丝杆螺母上装有升降丝杆，所

述升降丝杆底部装有从动伞形齿轮；所述减速电机上装有与所述从动伞形齿轮啮合的主动

伞形齿轮。

[0008]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功能板上装有位于所述丝杆螺母两侧的直线

轴承座，所述直线轴承座上装有导向杆，所述导向杆顶部通过轴心座固定连接，所述导向杆

底部固定有底板，所述底板与所述减速电机连接。

[0009]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胶板台组件包括胶板平台、纸板挡板、两个升

降导向杆、升降底板、胶板丝杆螺母、放纸丝杆、胶板电机；所述胶板台组件四边开有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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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纸板挡板与所述缺位配合，所述纸板挡板底部两端装有滑块，所述滑块中央穿装有滑

杆；两个所述升降导向杆顶端固定于所述胶板平台底面；所述升降底板固定在两个所述升

降导向杆下端；所述胶板丝杆螺母装于所述升降底板中央；所述放纸丝杆与所述胶板丝杆

螺母螺纹连接，所述放纸丝杆底端装有轴承下座，所述放纸丝杆顶端装有被动链轮；所述胶

板电机上装有主动链轮，所述主动链轮与所述被动链轮间绕装有链条。

[0010]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所述吸板机构包括安装台板、

[0011] 直线电机、升降气缸、连接杆、吸杆臂、吸杆；所述安装台板背侧装有立板；所述直

线电机上装有滑动台板，所述滑动台板与所述立板连接；所述升降气缸固定于所述安装台

板上，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穿过所述安装台板伸向所述安装台板下方；所述连接杆装于

所述安装台板下方，并与所述升降气缸的活塞杆连接；所述吸杆臂排列安装于所述连接杆

上，并与所述连接杆相互垂直；所述吸杆排列安装于所述吸杆臂上。

[0012]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还包括推车，所述推车上设有平台板，所述平台板

底部分别设有前底梁、后底梁，所述平台板放置于所述胶盘支板上，所述胶盘支板上分别设

有前挡板、后挡板，所述前挡板抵紧于所述前底梁前侧，所述后挡板抵紧于所述后底梁前

侧。

[0013]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至少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输送机构送入棕化后的物料，机械手臂将物料吸附抓取至放料机构上，吸板机构将胶板台

组件上的胶板放置到物料上，输送机构则送入下一棕化后的物料，完成板件归集，避免对物

料的污染。

[0014] 本实用新型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面的描述

中变得明显，或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15]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

变得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17] 图2为图1示出的立体示意图图二；

[0018] 图3为图1示出的机械手臂与输送机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图1示出的输送机构示意图图一；

[0020] 图5为图1示出的输送机构示意图图二；

[0021] 图6为图1示出的放料机构示意图图一；

[0022] 图7为图1示出的放料机构示意图图二；

[0023] 图8为推车立体示意图；

[0024] 图9为推车与放料机构组合状态剖面示意图；

[0025] 图10为图1示出的胶板台组件示意图；

[0026] 图11为图1示出的胶板台组件局部示意图；

[0027] 图12为图1示出的吸板机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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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制。

[0029] 参照图1-3，一种用于棕化后电路板的收板机，包括机械手臂100、输送机构200、放

料机构300、胶板台组件400、吸板机构500；机械手臂100上装有吸盘板110；输送机构200设

置于机械手臂100前方，输送机构200用于送入棕化后的物料；机械手臂100将物料吸附抓取

至设置于输送机构200一侧的放料机构300上，物料放置后，吸板机构500将放置在胶板台组

件400上的胶板吸取放置到放料机构300上的物料上，其中胶板台组件400设置于放料机构

300后侧，吸板机构500设置于胶板台组件400与放料机构300上方，机械手臂100吸附抓取下

一物料，完成板件归集，避免对物料的污染。

[0030] 参照图4-5所示，输送机构200包括输送辊组210、校正夹板230、左固定座板240、右

固定座板250、导轨260、传动皮带轮270；输送辊组210由多个输送胶辊211平行排列组成，输

送胶辊211间串联并通过第一伺服电机220驱动。

[0031] 为校正物料位置，将校正夹板230分为左校正夹板231、右校正夹板232，左校正夹

板231与右校正夹板232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左固定座板240用于固定安装左校正夹板231，

左固定座板240底部装有两个左滑座241；右固定座板250用于固定安装右校正夹板232，右

固定座板250底部装有两个右滑座251；导轨260分别装于左滑座241、右滑座251上；传动皮

带轮270采用两个，传动皮带轮270间装有传动皮带圈280，传动皮带圈280分别与左滑座

241、右滑座251连接。

[0032] 参照图6-9所示，放料机构300包括升降座板310、丝杆螺母320、减速电机350；升降

座板310前侧装有排列安装有胶盘支板311，升降座板310后侧装有功能板312；丝杆螺母320

固定于功能板312中央，丝杆螺母320上装有升降丝杆330，升降丝杆330顶部通过连座轴承

340与机架连接，升降丝杆330底部装有从动伞形齿轮340；减速电机350上装有与从动伞形

齿轮340啮合的主动伞形齿轮360，减速电机350驱动主动伞形齿轮360，进而使与主动伞形

齿轮360啮合的从动伞形齿轮340转动，升降丝杆330发生转动，使功能板312随丝杆螺母320

上下升降，进而使胶盘支板311上下移动。

[0033] 功能板312上装有位于丝杆螺母320两侧的直线轴承座370，直线轴承座370上装有

导向杆371，导向杆371顶部通过轴心座372与机架连接，导向杆371底部固定有底板380，底

板380与减速电机350连接。

[0034] 为方便运输物料，还包括推车390，推车390上设有平台板391，平台板391底部分别

设有前底梁3911、后底梁3912，平台板391放置于胶盘支板311上，胶盘支板311上分别设有

前挡板3111、后挡板3112，前挡板3111抵紧于前底梁3911前侧，后挡板3112抵紧于后底梁

3912前侧。

[0035] 参照图10-11所示，胶板台组件400包括纸板挡板420、两个升降导向杆430、升降座

板310、胶板丝杆螺母450、放纸丝杆460、减速电机350；板底部两端装有滑块421，滑块421中

央穿装有滑杆422；两个升降导向杆430顶端固定于胶板台组件400底面；升降座板310固定

在两个升降导向杆430下端；胶板丝杆螺母450装于升降座板310中央；放纸丝杆460与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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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杆螺母450螺纹连接，放纸丝杆460底端装有固定于机架上的轴承下座461，放纸丝杆460

顶端装有被动链轮462；减速电机350上装有主动链轮471，主动链轮471与被动链轮462间绕

装有链条472。

[0036] 参照图12所示，吸板机构500包括安装台板510、直线电机530、升降气缸550、连接

杆560、吸杆臂570、吸杆580；安装台板510背侧装有立板520；直线电机530上装有滑动台板

540，滑动台板540与立板520连接；升降气缸550固定于安装台板510上，升降气缸550的活塞

杆穿过安装台板510伸向安装台板510下方；连接杆560装于安装台板510下方，并与升降气

缸550的活塞杆连接；吸杆臂570排列安装于连接杆560上，并与连接杆560相互垂直；吸杆

580排列安装于吸杆臂570上。

[0037]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实

施例，在所述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

旨的前提下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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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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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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