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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机构的碎屑收集装置及 LCD 面板切割碎層吸除装置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液 晶显示领域 ，更具体 的说 ，涉及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

置及 LCD 面板切割碎屑 吸除装置。

【背景技术】

TFT LCD ( Thin Film Transistor Liquid Crystal Display , 薄膜 晶体 管液晶显示

器 ) 已经成为 了现代 IT 、视讯产 品 中重要 的显示平 台。其主要 工作原理：通过

适 当的电压加载在 阵列 （Array ) 玻璃基板与彩 色滤光 （CF ) 玻璃基板结合 的液

晶层 间，使 液 晶分子在 电压作用下发生偏转 ，通过不 同电压控制得到不 同的穿

透率 ，从 而实现 了显示。阵列 （Array ) 玻璃基板与彩 色滤光 （CF ) 玻璃基板 的

结合通过边框胶 的粘贴完成 ，彩 色滤光 （CF ) 端 电信 号主要通过半径微米级镀

金 高分子小球 （Au-Ball ) 进行连接 阵列 （Array ) 端线路 。

如 图 1 所示 ，在第八代液晶基板 ( 2200mm*2500mm ) 中可切割 8 块 47 英

寸 （1040mm*59mm ) 面板 ，在 阵列 （Array ) 玻璃基板与彩 色滤光 （CF ) 玻璃

基板贴合后 ，再通过切割形成各种尺寸的液晶面板 C101 、 C102 、 C103 等 。在

成盒后段 需对基板根据设 定尺寸进行切割 。在切割 的过程 中会产生玻璃碎屑 ，

在生产工艺 当中需对碎屑 进行清理 以免对后续制程及产品 良率造成影响。

参见 图 2 , 其为 目前 中段 （CELL ) 制程 中玻璃切割机 的结构示意 图。现有

的玻璃切割机在切割过程 中不进行任何 处理 ，相应 的玻璃碎屑 留到下一站再 进

行清洗，该处理方式造成 的后果 包括 ：

1、增加后续清洗的时间，影响产 能的提 高；

2、玻璃碎屑会造成液晶面板 的线路 划伤 、端子划伤 、短路 、断路等 问题 ；

3、玻璃碎屑被人体吸入后 ，会造成肺部伤 害，长久会导致肺癌 ；

4、玻璃碎屑等异物 落入工件 中，易造成产品不 良；



5、玻璃碎屑等异物落入机台，易造成机构卡死或机构磨损较快。

为了解决玻璃碎屑问题，现有技术提出了一种如图 3 所示的技术方案，该

技术方案在刀轮行进方向后面架设一个吸盘以吸附产生的玻璃碎屑，可以在切

割的过程中实时吸附玻璃碎屑。但是，由于玻璃碎屑会向刀轮四周分散，该方

案仅可以吸附刀轮行进方向的后方的部分玻璃碎屑，对其他方向的玻璃碎屑难

以实现吸附。

如图 4 所示，中国专利 CN201241007Y 公开了一种 LCD 碎屑收集装置，该

玻璃切割机，包括切割机构 100、定位机构 200 及切割刀轮 300。切割刀轮 300

设置在切割机构 100 的刀头部位，其通过螺栓等方式固定在切割机构 100 上，

通过切割刀轮 300 的高速旋转，可以对玻璃进行平整的切割。定位机构 200 位

于切割刀轮 300 下侧，它是固定需要切割的玻璃工作台。

该技术方案的核心是还包括一喷射装直，该喷射装置包括一喷射源机构 400

及若干排管 500。排管 500 的材质可以选择塑料管，也可以选择金属管道，它设

置在切割机构 100 周围，其一端连接至喷射源机构，另一端为抽吸喷头，该抽

吸喷头恰好对准切割玻璃的位置，可以向排管内喷水或者喷雾，因此当切割刀

轮 300 在切割玻璃的时候，通过向切割位直喷水或者喷雾，来达到清洁切割路

径中异物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可以防止玻璃碎屑飞扬而对机台、产品及人体造

成伤害。该技术方案可以防止玻璃碎屑飞扬造成的危害，但喷水或者喷雾只能

将玻璃碎屑沖离切割刀轮的加工区域，玻璃碎屑会随水流四周流动，散落在玻

璃表面，仍然会造成液晶面板的线路划伤、端子划伤、短路、断路等问题；而

且加工出来的液晶面板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清洗，影响产能的提高。

【发明内容】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可以高效收集碎屑的切割机构的切

割机构的碎屑收集装置及 LCD 面板切割碎屑吸除装置。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 ，包括碎屑 收集罩和用于跟抽吸装置连接 的

抽吸喷头，所述碎屑 收集罩 包括用于环绕 固定在所述切割机构上的连接部 ，所

述碎屑收集罩上设有跟所述抽吸喷头连通的通孔 。

优选的，所述切割机构的碎屑收集装置还 包括能吸附碎屑 的碎屑吸附管路 ，

屑 收集罩 比较短 小，气流经过碎屑 收集罩 的时间很短 ，因此限制 了碎屑 的收集

效果 ，而碎屑吸附管路 细而长 ，气流和碎屑有充分的时间再碎屑吸附管路 内分

离，进一步提 高了碎屑 收集罩的碎屑 的收集能力。优选 的，所述切割机构还 包

括吹气管 ，所述气体喷头通过所述吹气管与所述抽吸装置连接 。通过吹气管连

接 ，气体喷头可以做得很短 小，提 高本装置的机动性。

优选的，所述碎屑吸附管路还 包括用于将碎屑从气流中分 离出来的分 离器。

通过分 离器 ，可以在碎屑吸附管路上 实现碎屑 的分 离、收集，方便操作 ，并能

有效减少进入抽吸装置的碎屑 ，有利于提升抽吸装置的性能。

优选 的，所述分 离器 包括跟所述抽吸喷头连接 的膨 大的分 离空腔 ，以及位

于分 离空腔下方凹陷的碎屑收集仓 。 抽吸喷头处的气流流速 大，膨 大的分 离空

腔 能让携 带碎屑 的气流在 空腔 内减速 ，这样碎屑就能在重力作用下从 气流 中分

离出来，落入分 离空腔下方凹陷的碎屑 收集仓 中进行集 中收集。

优选 的，所述碎屑 收集仓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分 离空腔上 ，这样就可以在

不触动其他部件 的前提下，方便将碎屑收集仓取 出，清理收集器 内积攒 的碎屑 ，

提 高工作效率。

优选 的，所述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还 包括 固定切割机构 的 固定装置 ，

所述 固定装置 包括 固定所述碎屑吸附管路 的 固定器。固定装置 同时 固定切割机

构 、抽吸喷头、碎屑收集罩 ，可 以让三者之 间同步运动 ，筒化操作难度 。

优选 的，所述 固定器可以在所述 固定装置上水平移动 ，并且所述 固定器的

长度可调 。该技术方案可以调节抽吸喷头与切割机构 的相对 高度及相对距 离，



优选 的，所述抽吸装置 包括可用于调 节气流流速 的调速 器。该技 术方案 能

根据现场使用情况调整抽 气气流，以便 达到最佳 的碎屑 清除效果。

优选 的，所述切割机构 包括刀轮 ，所述碎屑 收集罩的连接部 固定在所述刀

轮 的上方 ，其所述碎屑 收集罩的罩 口的位 置 高于所述刀轮 的下边缘 的位置。采

用刀轮切割为一种切割机构的具体形式，可应用于 LCD 切割领域；碎屑收集罩

的水平位置 高于刀轮 的下边缘 的位置 ，可 以避免碎屑 收集罩与工件表 面直接接

触造成划伤 。

优选 的，所述碎屑 收集罩采用非导 电材质 。对于电子产品的切割 ，不采用

金属 、导 电塑胶等导 电材质 ，避免 由于碎屑 的摩擦及碰撞产生额外的金属碎屑

残留在工件表 面上 ，产生线路 的短路风险。

优选 的，所述碎屑 收集罩 内部有 凹槽 。凹槽可避免收集到的碎屑 因 自重及

碰撞 的原 因返 回工件表 面。

优选 的，所述碎屑 收集罩的连接部上设有用在所述切割机构上调 节 固定位

置的调节器 ，这样可以根据 气流、切割机构 的大小、切割 的速度等 因素调整碎

屑 收集罩的高度 ，以便 达到最佳 的碎屑 收集效果。

优选 的，所述碎屑 收集罩与所述切割机构和所述抽吸喷头的抽吸喷头密封

连接 。密封连接后 ，碎屑 收集罩的吸 口和连接部之 间就形成一个密封 空间，气

流从外部只能通过吸 口进入碎屑 收集罩 内，这样就能带动更多的碎屑进入碎屑

收集罩 内，进一步提升碎屑 的收集能力。

优选 的，所述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 包括多个不 同尺寸的所述碎屑 收集

罩 ，可根据切割机构 的运动局 限性或者原切割机 台的空间进行更换 ，扩 大本装

置的适用范围。

优选 的，所述碎屑 收集罩的罩 口呈 圓形 ，此为一种碎屑 收集罩的具体结构

形式，圓形吸 口在四周产生的吸气气流比较 均 匀，避免部分 区域 由于气流过 小

无法收集碎屑 。

一种 LCD 面板切割碎屑吸除装置，包括碎屑收集罩和用于跟抽吸装置连接



的抽吸喷头 ，所述碎屑 收集罩 包括用于环绕 固定在所述切割机构 的刀轮上方的

的连接部 ，所述碎屑收集罩上设有跟所述抽吸喷头连通 的通孔 。

本发 明采用 了碎屑 收集罩 ，碎屑 收集罩连接部环绕 固定在切割机构上 ，其

吸 口贴近所要切割 的工件表 面，这样就在切割机构和工件之 间形成 了一个几乎

全封 闭的狭 小空间，然后再在碎屑 收集罩 的侧壁上连接抽吸喷头。在抽吸喷头

工作 时候 ，产生吸气气流，气流沿切割机构 的四周从收集罩的吸 口进入收集罩

内进而进入抽吸喷头，由于所述半封 闭的狭 小空间对气流的减弱能力有 限，只

要 气流流速适 当，就能将切割机构加工时散 落在周边的碎屑全部带入碎屑 收集

罩 ，对切割机构周边的碎屑 实现全方位 的高效回收。可见 ，本发 明能将切割过

程 中产生的碎屑及 时清除，可以降低 因碎屑产生的相 关缺 陷，如线路 划伤 、端

子划伤 、短路 、断路等 。因而可以提升产 品 良率及品质 ，同时可以减少后续清

洗制程 的时间。

【附图说 明】

图 1是液晶基板 的示意图；

图 2 是现有 的一种 LCD 切割碎屑 收集装置示意 图；

图 3 是现有 的另外一种 LCD 切割碎屑收集装置示意图；

图 4 是对 比文件所述的一种 LCD 切割碎屑清除装置示意图；

图 5 是本发 明的切割机构 的碎屑收集装置示意图；

图 6 是本发 明的切割机构 的碎屑收集装置俯视 图；

其 中：1、抽吸喷头； 14、收集罩； 15、通孔； 16、连接部 ； 17、侧壁；

18、罩 口；2、切割机构 ；21、刀轮 ；22、刀轮 固定装置；3、固定装置；31、

固定器；4、碎屑吸附管路 ；5、分 离器； 51、碎屑 收集仓 ；52、分 离空腔 。

【具体 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 附图和较佳 的实施例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说 明。



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 ，包括碎屑 收集罩和用于跟抽吸装置连接 的

抽吸喷头，所述碎屑 收集罩 包括用于环绕 固定在所述切割机构上的连接部 ，所

述碎屑收集罩上设有跟所述抽吸喷头 1 连通的通孔。下 面以 LCD 切割碎屑吸收

装置为例 ，进一步阐释本发 明构思。

如 图 5 所示，一种 LCD 面板切割碎屑吸除装置 ，包括碎屑收集罩 14 和用

于跟抽吸装置连接 的抽吸喷头 1, 所述碎屑收集罩 14 包括用于环绕 固定在所述

切割机构 的刀轮 21 上方的的连接部 16, 所述碎屑收集罩 14 上设有跟所述抽吸

喷头 1连通的通孔 15 。

所述切割机构 2 包括刀轮 21 和 固定刀轮 1 的刀轮 固定装置 22, 所述刀轮

2 1 的上方 固定有收集罩 14, 收集罩 14 有多个尺寸可供更换 ；所述收集罩 14 的

连接部 16 可活动地环绕 固定在所述刀轮 固定装置 22 上 ，即收集罩 14 的高度可

调 ；收集罩 14 的圓形吸 口面对并贴近加工工件 ，但是碎屑收集罩 14 的水平位

置 高于刀轮 21 的下边缘 的位置；收集罩 14 的圓形吸 口和连接部 16 之 间形成侧

壁 ，侧壁上开有通孔 15; 收集罩 14 还设有 防止碎屑重新掉 落到工件表 面的凹槽 ；

收集罩 14 采用非导 电材质 。

所述刀轮 2 1 的一侧设有抽吸喷头 1, 抽吸喷头 1 的抽吸喷头 1 跟所述收集

罩 14 的通孔 15 连接 ，另外一端通过能吸附碎屑 的碎屑吸附管路 4 连接到抽吸

装置；碎屑吸附管路 4 包括用于将碎屑从气流中分 离出来的分 离器 5 , 该分 离器

包括跟所述抽吸喷头 1 连接 的膨 大的分 离空腔 52, 以及位 于分 离空腔 52 下方凹

陷的碎屑 收集仓 51 , 碎屑收集仓 51 可 以从抽吸装置拆卸下来。所述抽吸装置 包

括可用于调节气流流速 的调速器 （图中未示 出 ）。

所述切割机构 2 的碎屑 收集装置还 包括 固定切割机构 2 的固定装置 3 , 所述

固定装置 3 包括 固定所述抽吸喷头 1 的固定器 31 , 固定器 31 可 以在所述 固定装

置 3 上水平移动 ，并且该 固定器 31 的长度可调 。

工作 时，先将切割结构 固定到 固定装置 3 上 ，然后选用合适尺寸的收集罩

14, 调整收集罩 14 和工件之 间的高度后 固定到刀轮 固定装置 22 上 ，为 了保证



气密性 ，最好在 固定处周 围做 密封处理；将抽吸喷头 1 固定到 固定器 31 上 ，调

整 固定器 31 , 将抽吸喷头 1 的抽吸喷头 1 对准收集罩 14 的通孔 15 , 当然，最

好是嵌入通孔 15 内，并做好 密封处理；安装碎屑吸附管路 4 , 将抽吸喷头 1 连

接到抽吸装置。连接好所以部件后 ，进行切割作业 ，同时开启抽吸装置 ，产生

吸气气流，气流沿切割机构 2 的四周从收集罩 14 的吸 口进入收集罩 14 内进而

进入抽吸喷头 1 , 由于收集罩 14 跟环绕切割机构 2 形成一个半封 闭的狭 小空间，

对抽吸喷头 1 的抽气气流的减弱能力有 限，只要 气流流速适 当，就能将切割机

构 加工时散 落在周边的碎屑全部带入碎屑收集罩 14, 对切割机构 周边的碎

屑 实现全方位 的高效回收。可见 ，本发 明能将切割过程 中产生的碎屑及 时清除，

可以降低 因碎屑产生的相 关缺 陷，如线路 划伤 、端子划伤 、短路 、断路等 。因

而可以提升产品 良率及品质 ，同时可以减少后续清洗制程 的时间。

以 上 内容是结合具体 的优选 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所作 的进一步详 细说 明，本

发 明并不局 限于刀轮 2 1 切割的方式，还可适用于直接用刀头 （如合金刀头、金

刚石刀头等 ）的切割方式。本发 明适用于 LCD 切割领域 ，以及其他在切割过程

中会产生碎屑 的场合 。对于本发 明所属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 ，在不脱

离本发 明构思的前提 下，还 可 以做 出若干 筒单推演或替换 ，都应 当视 为属于本

发 明的保护范围。



权 利 要 求

1、一种切割机构的碎屑收集装置，包括 ：碎屑收集罩 ，和用于跟抽吸

装置连接 的抽吸喷头；所述碎屑 收集罩 包括用于环绕 固定在所述切割机构

上的连接部 ，所述碎屑 收集罩上设有跟所述抽吸喷头连通的通孔。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切割机构的碎屑 收集装置还 包括能吸附碎屑 的碎屑吸附管路 ，所述抽

吸喷头通过所述碎屑吸附管路与所述抽吸装置连接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屑吸附管路还 包括用于将碎屑从气流中分 离出来的分 离器。

4、如权利要求 3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分 离器 包括跟所述抽吸喷头连接 的膨 大的分 离空腔 ，以及位 于分 离空

腔下方凹陷的碎屑收集仓 。

5、如权利要求 4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屑 收集仓可拆卸地安装在所述分 离空腔上。

6、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切割机构的碎屑 收集装置还 包括 固定切割机构的 固定装置，所述 固定

装置 包括 固定所述碎屑吸附管路 的固定器。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 固定器可以在所述 固定装置上水平移动 ，并且所述 固定器的长度可调 。

8、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抽吸装置 包括可用于调节气流流速 的调速 器。

9、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 收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切割机构 包括刀轮 ，所述碎屑 收集罩的连接部 固定在所述刀轮 的上方，

其所述碎屑收集罩的罩 口的位置高于所述刀轮 的下边缘的位置。

10、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屑 收集罩采用非导 电材质 。

11、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的碎屑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屑 收集罩 内部有 槽 。

1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屑 收集罩的连接部上设有用在所述切割机构上调节 固定位置的调节

器。

13、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屑 收集罩与所述切割机构和所述抽吸喷头的抽吸喷头密封连接 。

14、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切割机构的碎屑收集装置 包括多个不同尺寸的所述碎屑 收集罩 。

15、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切割机构 的碎屑收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屑 收集罩的罩 口呈 圓形 。

16、一种 LCD 面板切割碎屑吸除装置 ，包括：碎屑 收集罩 ，和用于跟

抽吸装置连接 的抽吸喷头；所述碎屑收集罩 包括用于环绕 固定在所述切割

机构 的刀轮上方的的连接部 ，所述碎屑 收集罩上设有跟所述抽吸喷头连通

的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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