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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显示屏加工技术领域，具体的说

是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包括工作台与工

作台底部固连的支撑架，所述工作台的顶部对称

设置有两个倒角模块，所述工作台上固连有控制

器；本发明中，通过在工作台的内侧设置有矩形

框，且在矩形框的内侧设置有多个转动辊，且在

工作台与支撑架上分别设置有第一输送架与第

二输送架，利用第一输送架可对加工后的显示屏

进行输送，通过距离传感器测量其余显示屏侧边

之间的间距，从而便于控制器根据测量的距离判

断显示屏倒角位置处的完整度，利用第三电动推

杆与矩形框配合作用能够将次品显示屏转移至

第二输送架上，有利于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自动筛

选，降低后期人工筛选的工作量，且提高了工作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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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包括工作台(100)与工作台(100)底部固连的支撑架

(200)，所述工作台(100)的顶部对称设置有两个倒角模块(400)，所述工作台(100)上固连

有控制器，且控制器用于控制装置自动运行；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00)顶部的中心位

置处位于两个倒角模块(400)之间开设有矩形孔(102)，工作台(100)的顶部位于矩形孔

(102)的两侧开设有两个卡槽(101)，且两个卡槽(101)的内侧均固连有第一输送架(300)；

所述矩形孔(102)的内侧设置有转移模块(600)；其中，

所述倒角模块(400)包括支撑板(401)和连接板(402)；所述连接板(402)一侧的两端分

别与两个支撑板(401)的顶部固连，连接板(402)的另一侧沿水平方向上固连有第一电动推

杆(410)，且第一电动推杆(410)的输出端固连有与连接板(402)滑动连接的滑动座(420)；

所述滑动座(420)的顶部固连有第二电动推杆(430)，且第二电动推杆(430)的输出端通过

连接架固连有驱动电机(440)；所述驱动电机(440)的输出端传动连接有打磨轮(441)，驱动

电机(440)的底部位于打磨轮(441)的一侧固连有距离传感器(442)；

所述转移模块(600)包括矩形框(610)、转动辊(620)和第三电动推杆(630)；所述矩形

框(610)的内侧转动连接有多个平行布置的转动辊(620)，矩形框(610)的底部螺旋固定有

伺服电机(640)，且伺服电机(640)的输出端通过连接皮带与矩形框(610)中间位置处的转

动辊(620)传动连接；所述第三电动推杆(630)固连于支撑架(200)的内侧，第三电动推杆

(630)的输出端套接有V型架(631)，且V型架(631)与矩形框(610)的底部固连；所述支撑架

(200)的内侧对应矩形框(610)位置处设置有第二输送架(500)，且第二输送架(500)的两侧

均通过安装架(210)与支撑架(200)固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100)

的底部对应矩形框(610)位置处设置有倾斜布置的导料板(700)，工作台(100)的底部固连

有第四电动推杆(710)，且第四电动推杆(710)的输出端与导料板(700)的一侧固连。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导料板(700)

上对应第三电动推杆(630)位置处开设有通孔(701)，且通孔(701)的内侧固连有毛刷

(702)。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矩形框(610)

处于工作状态时，矩形框(610)内侧转动辊(620)顶部所在的水平面与第二输送架(500)顶

部的所在的水平面齐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输送架

(300)与转动辊(620)的顶面齐平，且第一输送架(300)与转动辊(620)顶部所在的水平面高

于工作台(100)顶部所在的水平面2-3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动推杆

(410)、第二电动推杆(430)、第三电动推杆(630)、第四电动推杆(710)、驱动电机(440)、伺

服电机(640)和距离传感器(442)均与控制器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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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显示屏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液晶显示器，为平面超薄的显示设备，它由一定数量的彩色或黑白像素组成，放置

于光源或者反射面前方，液晶显示器功耗很低，因此倍受工程师青睐，适用于使用电池的电

子设备，它的主要原理是以电流刺激液晶分子产生点、线、面配合背部灯管构成画面。液晶

显示器在生产装配的时候需要在生产线上完成，在薄膜晶体管型液晶显示器生产工艺中，

需要把整张的阵列基板和整张的彩膜基板对盒，形成一大张显示屏，然后需要将大张的显

示屏切割成我们需要尺寸的小显示屏。

[0003] 现有的显示屏进行切割后需要进行倒角打磨操作，从而使得显示屏的边缘圆润，

然而，目前的显示屏倒角打磨装置在使用的过程中，因显示屏质地脆，容易发生边缘破损的

情况，产生次品显示屏，后期需要工作人员进行筛选，导致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加大，降低生

产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

通过在工作台的内侧设置有矩形框，且在矩形框的内侧设置有多个转动辊，且在工作台与

支撑架上分别设置有第一输送架与第二输送架，利用第一输送架可对加工后的显示屏进行

输送，通过距离传感器测量其余显示屏侧边之间的间距，从而便于控制器根据测量的距离

判断显示屏倒角位置处的完整度，利用第三电动推杆与矩形框配合作用能够将次品显示屏

转移至第二输送架上，有利于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自动筛选，降低后期人工筛选的工作量，且

提高了工作效率。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包括工作台与工作台底部固连的支撑架，所述工作

台的顶部对称设置有两个倒角模块，所述工作台上固连有控制器，且控制器用于控制装置

自动运行；所述工作台顶部的中心位置处位于两个倒角模块之间开设有矩形孔，工作台的

顶部位于矩形孔的两侧开设有两个卡槽，且两个卡槽的内侧均固连有第一输送架；所述矩

形孔的内侧设置有转移模块；其中，

[0007] 所述倒角模块包括支撑板和连接板；所述连接板一侧的两端分别与两个支撑板的

顶部固连，连接板的另一侧沿水平方向上固连有第一电动推杆，且第一电动推杆的输出端

固连有与连接板滑动连接的滑动座；所述滑动座的顶部固连有第二电动推杆，且第二电动

推杆的输出端通过连接架固连有驱动电机；所述驱动电机的输出端传动连接有打磨轮，驱

动电机的底部位于打磨轮的一侧固连有距离传感器；

[0008] 所述转移模块包括矩形框、转动辊和第三电动推杆；所述矩形框的内侧转动连接

有多个平行布置的转动辊，矩形框的底部螺旋固定有伺服电机，且伺服电机的输出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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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皮带与矩形框中间位置处的转动辊传动连接；所述第三电动推杆固连于支撑架的内

侧，第三电动推杆的输出端套接有V型架，且V型架与矩形框的底部固连；所述支撑架的内侧

对应矩形框位置处设置有第二输送架，且第二输送架的两侧均通过安装架与支撑架固连；

使用时，首先将控制器、第一输送架和第二输送架与外部电源连接，然后将显示屏摆放至一

个第一输送架的顶部，第一输送架能够对显示屏的位置进行调整，保持显示屏处于摆正的

状态，此时，第一输送架带动显示屏向前行走，带显示屏行走至矩形架上的转动辊上时，第

一电动推杆将滑动座的水平位置调整至适当，然后第二电动推杆使得驱动电机底部的打磨

轮与距离传感器均下移，驱动电机带动打磨轮对显示屏进行倒角处理，距离传感器测量与

显示屏边缘之间的距离，伺服电机带动转动辊转动时，将倒角完毕的显示屏输送至另一个

第一输送架上输送至下一道工序生产线上，在距离传感器检测到与显示屏边缘之间的距离

产生异常，测量的距离较大，则显示屏的倒角位置处出现破损缺块，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停

转，然后第三电动推杆的输出端下移，从而带动矩形框随之下移，待矩形框移动至第二输送

架位置处时，控制器控制第三电动推杆停止工作，伺服电机继续转动带动转动辊转动，从而

能够将次品显示屏传输至第二从输送带上，有利于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自动筛选，降低后期

人工筛选的工作量，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0009] 进一步在于：所述工作台的底部对应矩形框位置处设置有倾斜布置的导料板，工

作台的底部固连有第四电动推杆，且第四电动推杆的输出端与导料板的一侧固连；在打磨

轮对显示屏进行倒角的过程中，产生的碎屑经转动辊之间的间隙掉落至导料板上，可在工

作台的底部对应导料板的下料端安装收集盒，利用收集盒对导料板上排出的碎屑进行收

集，能够减少工人后期对碎屑进行清理的工作量，提高了该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碎屑的

清理效率。

[0010] 进一步在于：所述导料板上对应第三电动推杆位置处开设有通孔，且通孔的内侧

固连有毛刷；在出现次品显示屏时，控制器控制第四电动推杆拉动导料板回收至矩形孔的

一侧，从而便于第三电动推杆带动矩形框下移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转移，且在矩形框复位后，

第四电动推杆带动导料板恢复至原来位置，此时，第三电动推杆的顶部位于通孔的内侧，且

利用毛刷能够避免导料板上的碎屑经通孔位置处排出，提高了碎屑的清理效率。

[0011] 进一步在于：所述矩形框处于工作状态时，矩形框内侧转动辊顶部所在的水平面

与第二输送架顶部的所在的水平面齐平；在矩形框下移至第二输送架位置时，伺服电机带

动转动辊转动，从而可使得次品显示屏的一端转移至第二输送架上，从而便于对次品显示

屏进行转移，有效提高显示屏的筛分效率。

[0012] 进一步在于：所述第一输送架与转动辊的顶面齐平，且第一输送架与转动辊顶部

所在的水平面高于工作台顶部所在的水平面2-3cm；通过第一输送架与转动辊的顶面齐平，

便于对显示屏进行输送，且避免打磨轮与显示屏接触时挤压显示屏造成显示屏破损，从而

能够降低显示屏破损的几率，降低废品率。

[0013] 进一步在于：所述第一电动推杆、第二电动推杆、第三电动推杆、第四电动推杆、驱

动电机、伺服电机和距离传感器均与控制器电连接；可使得控制器对该显示屏加工用倒角

装置进行控制。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5] 1、通过在工作台的内侧设置有矩形框，且在矩形框的内侧设置有多个转动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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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台与支撑架上分别设置有第一输送架与第二输送架，利用第一输送架可对加工后的

显示屏进行输送，通过距离传感器测量其余显示屏侧边之间的间距，从而便于控制器根据

测量的距离判断显示屏倒角位置处的完整度，利用第三电动推杆与矩形框配合作用能够将

次品显示屏转移至第二输送架上，有利于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自动筛选，降低后期人工筛选

的工作量，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0016] 2、通过在工作台的底部位于矩形孔位置处通过第四电动推杆固连有倾斜布置的

导料板，利用导料板将倒角产生的碎屑加速排出，能够减少工人后期对碎屑进行清理的工

作量，提高了该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碎屑的清理效率，且在第三电动推杆带动矩形框下

移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转移时，第四电动推杆拉动导料板回收至矩形孔的一侧，从而便于次

品显示屏的转移，利用毛刷能够避免导料板上的碎屑经通孔位置处排出，提高了碎屑的清

理效率。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的立体图；

[0019] 图2是本发明中工作台的俯视图；

[0020] 图3是本发明中工作台的侧视图；

[0021] 图4是本发明中工作台的仰视图；

[0022] 图5是本发明中第二输送架与工作台之间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0023] 图6是图5中A处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4] 图7是本发明中转移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是本发明中转移模块与导料板的位置关系示意图；

[0026] 图9是本发明中导料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00、工作台；101、卡槽；102、矩形孔；200、支撑架；210、安装架；300、第一输

送架；400、倒角模块；401、支撑板；402、连接板；410、第一电动推杆；420、滑动座；430、第二

电动推杆；440、驱动电机；441、打磨轮；442、距离传感器；500、第二输送架；600、转移模块；

610、矩形框；620、转动辊；630、第三电动推杆；631、V型架；640、伺服电机；700、导料板；701、

通孔；702、毛刷；710、第四电动推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9] 请参阅图1-9所示，一种显示屏加工用倒角装置，包括工作台100与工作台100底部

固连的支撑架200，工作台100的顶部对称设置有两个倒角模块400，工作台100上固连有控

制器，且控制器用于控制装置自动运行；工作台100顶部的中心位置处位于两个倒角模块

400之间开设有矩形孔102，工作台100的顶部位于矩形孔102的两侧开设有两个卡槽101，且

两个卡槽101的内侧均固连有第一输送架300；矩形孔102的内侧设置有转移模块600；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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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倒角模块400包括支撑板401和连接板402；连接板402一侧的两端分别与两个支撑

板401的顶部固连，连接板402的另一侧沿水平方向上固连有第一电动推杆410，且第一电动

推杆410的输出端固连有与连接板402滑动连接的滑动座420；滑动座420的顶部固连有第二

电动推杆430，且第二电动推杆430的输出端通过连接架固连有驱动电机440；驱动电机440

的输出端传动连接有打磨轮441，驱动电机440的底部位于打磨轮441的一侧固连有距离传

感器442；

[0031] 转移模块600包括矩形框610、转动辊620和第三电动推杆630；矩形框610的内侧转

动连接有多个平行布置的转动辊620，矩形框610的底部螺旋固定有伺服电机640，且伺服电

机640的输出端通过连接皮带与矩形框610中间位置处的转动辊620传动连接；第三电动推

杆630固连于支撑架200的内侧，第三电动推杆630的输出端套接有V型架631，且V型架631与

矩形框610的底部固连；支撑架200的内侧对应矩形框610位置处设置有第二输送架500，且

第二输送架500的两侧均通过安装架210与支撑架200固连；使用时，首先将控制器、第一输

送架300和第二输送架500与外部电源连接，然后将显示屏摆放至一个第一输送架300的顶

部，第一输送架300能够对显示屏的位置进行调整，保持显示屏处于摆正的状态，此时，第一

输送架300带动显示屏向前行走，带显示屏行走至矩形架上的转动辊620上时，第一电动推

杆410将滑动座420的水平位置调整至适当，然后第二电动推杆430使得驱动电机440底部的

打磨轮441与距离传感器442均下移，驱动电机440带动打磨轮441对显示屏进行倒角处理，

距离传感器442测量与显示屏边缘之间的距离，伺服电机640带动转动辊620转动时，将倒角

完毕的显示屏输送至另一个第一输送架300上输送至下一道工序生产线上，在距离传感器

442检测到与显示屏边缘之间的距离产生异常，测量的距离较大，则显示屏的倒角位置处出

现破损缺块，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640停转，然后第三电动推杆630的输出端下移，从而带动

矩形框610随之下移，待矩形框610移动至第二输送架500位置处时，控制器控制第三电动推

杆630停止工作，伺服电机640继续转动带动转动辊620转动，从而能够将次品显示屏传输至

第二从输送带上，有利于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自动筛选，降低后期人工筛选的工作量，且提高

了工作效率。

[0032] 工作台100的底部对应矩形框610位置处设置有倾斜布置的导料板700，工作台100

的底部固连有第四电动推杆710，且第四电动推杆710的输出端与导料板700的一侧固连；在

打磨轮441对显示屏进行倒角的过程中，产生的碎屑经转动辊620之间的间隙掉落至导料板

700上，可在工作台100的底部对应导料板700的下料端安装收集盒，利用收集盒对导料板

700上排出的碎屑进行收集；导料板700上对应第三电动推杆630位置处开设有通孔701，且

通孔701的内侧固连有毛刷702；在出现次品显示屏时，控制器控制第四电动推杆710拉动导

料板700回收至矩形孔102的一侧，从而便于第三电动推杆630带动矩形框610下移对次品显

示屏进行转移，且在矩形框610复位后，第四电动推杆710带动导料板700恢复至原来位置，

此时，第三电动推杆630的顶部位于通孔701的内侧，且利用毛刷702能够避免导料板700上

的碎屑经通孔701位置处排出；矩形框610处于工作状态时，矩形框610内侧转动辊620顶部

所在的水平面与第二输送架500顶部的所在的水平面齐平；在矩形框610下移至第二输送架

500位置时，伺服电机640带动转动辊620转动，从而可使得次品显示屏的一端转移至第二输

送架500上，从而便于对次品显示屏进行转移，有效提高显示屏的筛分效率。

[0033] 第一输送架300与转动辊620的顶面齐平，且第一输送架300与转动辊620顶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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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面高于工作台100顶部所在的水平面2-3cm；通过第一输送架300与转动辊620的顶面

齐平，便于对显示屏进行输送，且避免打磨轮441与显示屏接触时挤压显示屏造成显示屏破

损；第一电动推杆410、第二电动推杆430、第三电动推杆630、第四电动推杆710、驱动电机

440、伺服电机640和距离传感器442均与控制器电连接；可使得控制器对该显示屏加工用倒

角装置进行控制。

[0034] 工作原理：使用时，首先将控制器、第一输送架300和第二输送架500与外部电源连

接，然后将显示屏摆放至一个第一输送架300的顶部，第一输送架300能够对显示屏的位置

进行调整，保持显示屏处于摆正的状态，此时，第一输送架300带动显示屏向前行走，带显示

屏行走至矩形架上的转动辊620上时，第一电动推杆410将滑动座420的水平位置调整至适

当，然后第二电动推杆430使得驱动电机440底部的打磨轮441与距离传感器442均下移，驱

动电机440带动打磨轮441对显示屏进行倒角处理，距离传感器442测量与显示屏边缘之间

的距离，伺服电机640带动转动辊620转动时，将倒角完毕的显示屏输送至另一个第一输送

架300上输送至下一道工序生产线上，在距离传感器442检测到与显示屏边缘之间的距离产

生异常，测量的距离较大，则显示屏的倒角位置处出现破损缺块，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640

停转，然后第三电动推杆630的输出端下移，从而带动矩形框610随之下移，待矩形框610移

动至第二输送架500位置处时，控制器控制第三电动推杆630停止工作，伺服电机640继续转

动带动转动辊620转动，从而能够将次品显示屏传输至第二从输送带上。

[0035]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示例”、“具体示例”等的描述意指

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

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一定指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

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何的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或示倒中以合

适的方式结合。

[0036]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或者超

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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