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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电路基板自动生产技术领域。一

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包括机架及其上的分度

盘装置、电路基板上料装置、第一铜膜上料装置、

第一热压装置、翻转装置、第二铜膜上料装置、第

二热压装置和热辊出料装置；电路基板上料装置

用于将电路基板输送上料；第一热压装置用于将

第一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翻转装置用

于将热压后的电路基板翻面；第二铜膜上料装置

用于将第二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反面上；第二

热压装置用于将第二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反

面上；热辊出料装置用于将正反两面热压后的电

路基板输送出料。本专利的优点是实现自动化电

路基板双面压铜膜加工，提升装置与装置之间的

衔接性和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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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及其上的分度盘装置（1）、电路基

板上料装置（2）、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第一热压装置（4）、翻转装置（5）、第二铜膜上料装

置（6）、第二热压装置（7）和热辊出料装置（8）；分度盘装置（1）上设置有第一工位（11）、第二

工位（12）、第三工位（13）、第四工位（14）、第五工位（15）、第六工位（16）、第七工位（17）和第

八工位（18）；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第一热压装置（4）、翻转装置

（5）、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第二热压装置（7）和热辊出料装置（8）分别依次位于分度盘装

置（1）的周向外侧，且第一工位（11）对应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第一工位（11）、第三工位

（13）、第四工位（14）、第五工位（15）、第六工位（16）、第七工位（17）和第八工位（18）分别对

应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第一热压装置（4）、翻转装置（5）、第二铜

膜上料装置（6）、第二热压装置（7）和热辊出料装置（8）；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用于将电路

基板输送上料；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用于将第一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第一热压

装置（4）用于将第一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翻转装置（5）用于将热压后的电路基板

翻面；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用于将第二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反面上；第二热压装置（7）

用于将第二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反面上；热辊出料装置（8）用于将正反两面热压后的电

路基板输送出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一工位（11）、第二

工位（12）、第三工位（13）、第四工位（14）、第五工位（15）、第六工位（16）、第七工位（17）和第

八工位（18）上均设置有矩形的电路基板载具（1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电路基板上料装置

（2）包括电路基板底板（21）、电路基板滑轨（22）、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电路基板移动气

缸（24）、驱动组件、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电路基板转移组件；

电路基板底板（21）设置在机架上，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通过电路基板滑轨（22）设置在电

路基板底板（21）上，电路基板移动气缸（24）设置在机架上，且电路基板移动气缸（24）的移

动部与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连接；驱动组件包括驱动支架（251）、驱动电机（252）和驱动

齿轮（253）；驱动支架（251）设置在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的中部；驱动电机（252）设置在驱

动支架（251）上，驱动齿轮（253）连接在驱动电机（252）的转轴上，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

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分别设置在驱动支架（251）的前后两侧；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

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结构相同，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包括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电

路基板上料滑轨（262）和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纵向设置在电

路基板上料支架（23）上；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位于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内，电路基

板上料L型架（263）的竖板通过电路基板上料滑轨（262）设置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内侧；

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的竖板内侧中间设置有齿条（264），齿条（264）与驱动齿轮（253）

前侧相啮合；电路基板转移组件用于将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

的电路基板进行转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

件上的齿条（264）顶部与驱动齿轮（253）前侧相啮合；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齿条

（264）底部与驱动齿轮（253）后侧相啮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一铜膜上料装置

（3）包括第一铜膜进料组件、第一铜膜转移组件和第一铜膜检测组件；第一铜膜进料组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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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铜膜进料支架（31）、铜膜物料辊（32）、铜膜输送电机（33）、齿轮传送带组（34）、导轮传送

条组（35）和夹紧气缸（36）；铜膜进料支架（31）纵向设置在机架上；铜膜物料辊（32）设置在

铜膜进料支架（31）的顶部，铜膜物料辊（32）用于安装铜膜物料；铜膜输送电机（33）设置铜

膜进料支架（31）的上部前侧，铜膜输送电机（33）穿过铜膜进料支架（31）与齿轮传送带组

（34）一端连接，齿轮传送带组（34）另一端连接有驱动导辊（341），驱动导辊（341）通过轴承

水平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31）上；铜膜进料支架（31）上位于驱动导辊（341）下方设置有与

驱动导辊（341）配合的驱动配合导辊（342）；驱动导辊（341）上位于齿轮传送带组（34）的齿

轮外侧与导轮传送条组（35）的一端连接，导轮传送条组（35）的另一端连接有辅助驱动导辊

（351）；辅助驱动导辊（351）通过轴承水平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31）上；铜膜进料支架（31）

上位于辅助驱动导辊（351）的后侧还设有多根导向辊（352）；夹紧气缸（36）通过夹紧支架纵

向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31）上，夹紧气缸（36）下部设置有夹紧支撑板（37）；第一铜膜转移

组件包括铜膜转移支架（381）、铜膜前后转移驱动电缸（382）、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

（383）、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384）和铜膜吸取架（385）；铜膜转移支架（381）设置在机架

上，铜膜前后转移驱动电缸（382）前后方向设置在铜膜转移支架（381）的顶部，铜膜水平转

移驱动电缸（383）设置在铜膜前后转移驱动电缸（382）的移动部上，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

（384）设置在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383）的移动部上，铜膜吸取架（385）设置在铜膜升降

转移驱动电缸（384）的移动部上；第一铜膜检测组件包括铜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391）和铜

膜检测模块（392）；铜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391）前方设置在机架上，且位于铜膜吸取架

（385）下方，铜膜检测模块（392）设置在铜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391）的移动部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一热压装置（4）包

括热压支架（41）、热压升降气缸（42）、热压升降板（43）、热压升降压板（44）、隔热板（45）和

导热板（46）；热压支架（41）设置在机架上，热压升降气缸（42）设置在热压支架（41）的顶部

中心，热压升降气缸（42）的移动部穿过热压支架（41）与热压升降板（43）连接，热压升降压

板（44）通过多根热压导杆（441）设置在热压支架（41）上，且热压升降压板（44）与热压升降

板（43）之间通过多个弹簧（442）连接；隔热板（45）设置在热压升降压板（44）的底部，导热板

（46）设置在隔热板（45）的底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翻转装置（5）包括翻

转吸取组件（51）和翻转驱动组件（52）；翻转吸取组件（51）包括翻转吸取支架（511）、翻转吸

取升降电缸（512）、翻转吸取升降架（513）和翻转吸取板（514）；翻转吸取支架（511）设置在

机架上，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设置在翻转吸取支架（511）的上部中间，翻转吸取升降架

（513）设置在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的移动部上，翻转吸取板（514）通过翻转吸取导杆

（5141）设置在翻转吸取升降架（513）上，且翻转吸取板（514）与翻转吸取升降架（513）之间

连接有多个翻转吸取弹簧（5142）；翻转驱动组件（52）包括翻转水平移动电缸（521）、翻转水

平移动架（522）、翻转升降架（523）、翻转气缸（524）、翻转转轴（525）、翻转板（526）；翻转水

平移动电缸（521）设置在机架上，翻转水平移动架（522）设置在翻转水平移动电缸（521）的

移动部，翻转升降架（523）通过翻转升降滑轨（5231）设置在翻转水平移动架（522）上，且翻

转升降架（523）底部设置有翻转升降弹簧；翻转气缸（524）设置在翻转升降架（523）上，翻转

转轴（525）与翻转气缸（524）的旋转部连接，翻转转轴（525）穿过翻转升降架（523）与翻转板

（526）连接，翻转板（526）位于电路基板载具（19）和翻转吸取组件（51）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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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第二铜膜上料装置

（6）和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结构相同；第二热压装置（7）与第一热压装置（4）结构相同。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其特征在于，热辊出料装置（8）包

括出料转移组件（81）和热辊输送组件（82）；出料转移组件（81）包括出料转移支架（811）、出

料前后转移电缸（812）、出料升降气缸（813）、出料旋转马达（814）、出料吸板（815）；出料转

移支架（811）设置在机架上，出料前后转移电缸（812）设置在出料转移支架（811）的顶部，出

料升降气缸（813）设置在出料前后转移电缸（812）的移动部上，出料旋转马达（814）设置在

出料升降气缸（813）的移动部上，出料吸板（815）设置在出料旋转马达（814）的旋转部上；热

辊输送组件（82）包括热辊输送支架（821）、热辊驱动电机（822）、热辊驱动转轴（823）、热辊

驱动齿轮组（824）和加热箱（825）；热辊输送支架（821）设置在机架上，热辊输送支架（821）

的进料端部设置有单排的多个第一输送辊轮（8211），热辊输送支架（821）的出料端部设置

有双排的多个第二输送辊轮（8212）；多个第一输送辊轮（8211）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8212）

通过多个皮带齿轮组（8213）进行传动，热辊驱动电机（822）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821）的出

料端，热辊驱动转轴（823）水平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821）上，热辊驱动转轴（823）一端与热

辊驱动电机（822）连接，热辊驱动转轴（823）的另一端与热辊驱动齿轮组（824）连接，通过热

辊驱动电机（822）带动多个第一输送辊轮（8211）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8212）进行传动，加

热箱（825）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821）的出料端部，加热箱（825）的进料端和出料端分别设

置有进口和出口。

10.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工艺，其特征在于，依次通过以下步骤：

S1电路基板上料：通过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将电路基板输送至分度盘装置（1）的第一

工位（11）的电路基板载具（19）上；

S2第一铜膜上料热压：通过分度盘装置（1）旋转至第三工位（13），通过第一铜膜上料装

置（3）将单片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旋转至第四工位（14），通过第一热压装置（4）

将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正面；

S3电路基板翻转加工：通过分度盘装置（1）旋转至第五工位（15），通过翻转装置（5）将

电路基板进行翻面；

S4翻面压膜：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和第二热压装置（7）通过相同的方式将铜膜热压至

电路基板的反面上；

S5热辊出料：通过分度盘装置（1）旋转至第八工位（18）；通过热辊出料装置（8）输送出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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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及其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路基板自动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及其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技术在各应用领域的逐步加深，线路板高度集成化成为必然趋势，高度

的集成化封装模块要求良好的散热承载系统，而传统线路板FR-4和CEM-3在TC(导热系数)

上的劣势已经成为制约电子技术发展的一个瓶颈。近些年来发展迅猛的LED产业，也对其承

载线路板的TC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大功率LED照明领域，往往采用金属和陶瓷等具备

良好散热性能的材料制备线路基板。 电路基板是一种"利用导热陶瓷粉末和有机粘合剂，

在低于250℃条件下制备了导热系数为9-20W/m.k的导热有机陶瓷线路板。

[0003] 现有的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例如公开号为CN211090178U公告日为（20200724）的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的一种电路板自动贴膜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部设有升降

机构，所述升降机构的下方设有支撑块，所述支撑块的顶部焊接有第三支撑板，所述第三支

撑板的顶部安装有两个长条块，两个长条块的表面均套设有滑动件，使得滑动件的内壁沿

着长条块的表面滑动。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调节机构、长条块、固定块和滑动件，用于对电

路板进行夹持固定，而且通过操作调节结构调整两个固定块之间的距离，方便根据大小不

同的电路板进行夹持固定，提高了电路板在贴膜过程中的稳定性，而且该结构简单，相对于

现有技术中的夹持设备，便于工作人员的维护。

[0004] 目前在电路基板压铜膜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现有的设备在整体上装置

与装置的衔接性比较差，大多都是独立进行电路基板压铜膜加工，这样需要将电路基板在

中途进行输送转移，从而容易造成电路基板的磨损或丢失，并且影响整个流水线的连贯性，

同时还影响整个生产线的加工效率；（二）只能对单面电路基板进行压铜膜加工，通过人工

或机械手将单片电路基板正面输送至热压处进行逐一压合，再通过人工或机械手翻面后对

电路基板反面进行热压，这样整体的压铜膜效率较慢，大大影响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精度；

（三）在电路基板上料过程中，现有的上料装置每次只能对一块电路基板进行上料输送，输

送完后需要再重新取一块进行上料，这样来回移动增加上料时间，浪费时间成本，影响加工

效率；（四）在铜膜上料过程中，现有的装置容易使铜膜无法张紧输送，容易松动导致铜膜输

送定位不精准，从而在将铜膜料带逐个分离过程中，容易将铜膜撕裂，进而导致无法正常进

行加工，影响整体加工效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现有电路基板压铜膜效率低的问题，提供一种电路

基板压铜膜设备，该设备通过将电路基板输送至分度盘装置上进行输送，提升输送效率和

输送流畅性；通过对电路基板的正反两面压上铜膜，提升压铜片效率，提升装置与装置之间

的衔接性和流畅性，实现自动化双面压铜膜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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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为本发明之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包括机架及其上

的分度盘装置、电路基板上料装置、第一铜膜上料装置、第一热压装置、翻转装置、第二铜膜

上料装置、第二热压装置和热辊出料装置；分度盘装置上设置有第一工位、第二工位、第三

工位、第四工位、第五工位、第六工位、第七工位和第八工位；电路基板上料装置、第一铜膜

上料装置、第一热压装置、翻转装置、第二铜膜上料装置、第二热压装置和热辊出料装置分

别依次位于分度盘装置的周向外侧，且第一工位对应电路基板上料装置，第三工位、第四工

位、第五工位、第六工位、第七工位和第八工位分别对应电路基板上料装置、第一铜膜上料

装置、第一热压装置、翻转装置、第二铜膜上料装置、第二热压装置和热辊出料装置；电路基

板上料装置用于将电路基板输送上料；第一铜膜上料装置用于将第一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

的正面上；第一热压装置用于将第一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翻转装置用于将热压

后的电路基板翻面；第二铜膜上料装置用于将第二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反面上；第二热

压装置用于将第二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反面上；热辊出料装置用于将正反两面热压后的

电路基板输送出料。

[0007] 作为优选，第一工位、第二工位、第三工位、第四工位、第五工位、第六工位、第七工

位和第八工位上均设置有矩形的电路基板载具。

[0008] 作为优选，电路基板上料装置包括电路基板底板、电路基板滑轨、电路基板上料支

架、电路基板移动气缸、驱动组件、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电路

基板转移组件；电路基板底板设置在机架上，电路基板上料支架通过电路基板滑轨设置在

电路基板底板上，电路基板移动气缸设置在机架上，且电路基板移动气缸的移动部与电路

基板上料支架连接；驱动组件包括驱动支架、驱动电机和驱动齿轮；驱动支架设置在电路基

板上料支架的中部；驱动电机设置在驱动支架上，驱动齿轮连接在驱动电机的转轴上，第一

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分别设置在驱动支架的前后两侧；第一电路基

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结构相同，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包括电路基板上料

框架、电路基板上料滑轨和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电路基板上料框架纵向设置在电路基板上

料支架上；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位于电路基板上料框架内，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的竖板通过

电路基板上料滑轨设置电路基板上料框架内侧；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的竖板内侧中间设置

有齿条，齿条与驱动齿轮前侧相啮合；电路基板转移组件用于将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

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电路基板进行转移。

[0009] 作为优选，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齿条顶部与驱动齿轮前侧相啮合；第二电

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齿条底部与驱动齿轮后侧相啮合。

[0010] 作为优选，第一铜膜上料装置包括第一铜膜进料组件、第一铜膜转移组件和第一

铜膜检测组件；第一铜膜进料组件包括铜膜进料支架、铜膜料带辊、铜膜输送电机、齿轮传

送带组、导轮传送条组和夹紧气缸；铜膜进料支架纵向设置在机架上；铜膜料带辊设置在铜

膜进料支架的顶部，铜膜料带辊用于安装铜膜料带；铜膜输送电机设置铜膜进料支架的上

部前侧，铜膜输送电机穿过铜膜进料支架与齿轮传送带组一端连接，齿轮传送带组另一端

连接有驱动导辊，驱动导辊通过轴承水平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上；铜膜进料支架上位于驱

动导辊下方设置有与驱动导辊配合的驱动配合导辊；驱动导辊上位于齿轮传送带组的齿轮

外侧与导轮传送条组的一端连接，导轮传送条组的另一端连接有辅助驱动导辊；辅助驱动

导辊通过轴承水平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上；铜膜进料支架上位于辅助驱动导辊的后侧还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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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根导向辊；夹紧气缸通过夹紧支架纵向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上，夹紧气缸下部设置有

夹紧支撑板；第一铜膜转移组件包括铜膜转移支架、铜膜前后转移驱动电缸、铜膜水平转移

驱动电缸、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和铜膜吸取架；铜膜转移支架设置在机架上，铜膜前后转

移驱动电缸前后方向设置在铜膜转移支架的顶部，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设置在铜膜前后

转移驱动电缸的移动部上，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设置在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的移动部

上，铜膜吸取架设置在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的移动部上；第一铜膜检测组件包括铜膜检

测前后移动电缸和铜膜检测模块；铜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前方设置在机架上，且位于铜膜

吸取架下方，铜膜检测模块设置在铜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的移动部上。

[0011] 作为优选，第一热压装置包括热压支架、热压升降气缸、热压升降板、热压升降压

板、隔热板和导热板；热压支架设置在机架上，热压升降气缸设置在热压支架的顶部中心，

热压升降气缸的移动部穿过热压支架与热压升降板连接，热压升降压板通过多根热压导杆

设置在热压支架上，且热压升降压板与热压升降板之间通过多个弹簧连接；隔热板设置在

热压升降压板的底部，导热板设置在隔热板的底部。

[0012] 作为优选，翻转装置包括翻转吸取组件和翻转驱动组件；翻转吸取组件包括翻转

吸取支架、翻转吸取升降电缸、翻转吸取升降架和翻转吸取板；翻转吸取支架设置在机架

上，翻转吸取升降电缸设置在翻转吸取支架的上部中间，翻转吸取升降架设置在翻转吸取

升降电缸的移动部上，翻转吸取板通过翻转吸取导杆设置在翻转吸取升降架上，且翻转吸

取板与翻转吸取升降架之间连接有多个翻转吸取弹簧；翻转驱动组件包括翻转水平移动电

缸、翻转水平移动架、翻转升降架、翻转气缸、翻转转轴、翻转板；翻转水平移动电缸设置在

机架上，翻转水平移动架设置在翻转水平移动电缸的移动部，翻转升降架通过翻转升降滑

轨设置在翻转水平移动架上，且翻转升降架底部设置哟翻转升降弹簧；翻转气缸设置在翻

转升降架上，翻转转轴与翻转气缸的旋转部连接，翻转转轴穿过翻转升降架与翻转板连接，

翻转板位于电路基板载具和翻转吸取组件之间。

[0013] 作为优选，第二铜膜上料装置和第一铜膜上料装置结构相同；第二热压装置与第

一热压装置结构相同。

[0014] 作为优选，热辊出料装置包括出料转移组件和热辊输送组件；出料转移组件包括

出料转移支架、出料前后转移电缸、出料升降气缸、出料旋转马达、出料吸板；出料转移支架

设置在机架上，出料前后转移电缸设置在出料转移支架的顶部，出料升降气缸设置在出料

前后转移电缸的移动部上，出料旋转马达设置在出料升降气缸的移动部上，出料吸板设置

在出料旋转马达的旋转部上；热辊输送组件包括热辊输送支架、热辊驱动电机、热辊驱动转

轴、热辊驱动齿轮组和加热箱；热辊输送支架设置在机架上，热辊输送支架的进料端部设置

有单排的多个第一输送辊轮，热辊输送支架的出料端部设置有双排的多个第二输送辊轮；

多个第一输送辊轮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通过多个皮带齿轮组进行传动，热辊驱动电机设置

在热辊输送支架的出料端，热辊驱动转轴水平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上，热辊驱动转轴一端

与热辊驱动电机连接，热辊驱动转轴的另一端与热辊驱动齿轮组连接，通过热辊驱动电机

带动多个第一输送辊轮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进行传动，加热箱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的出料

端部，加热箱的进料端和出料端分别设置有进口和出口。

[0015] 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方法，依次通过以下步骤：

S1电路基板上料：通过电路基板上料装置将电路基板输送至分度盘装置的第一工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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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基板载具上；

S2第一铜膜上料热压：通过分度盘装置旋转至第三工位，通过第一铜膜上料装置将单

片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旋转至第四工位，通过第一热压装置将铜膜热压至电路

基板的正面；

S3电路基板翻转加工：通过分度盘装置旋转至第五工位，通过翻转装置将电路基板进

行翻面；

S4翻面压膜：第二铜膜上料装置和第二热压装置通过相同的方式将铜膜热压至电路基

板的反面上；

S5热辊出料：通过分度盘装置旋转至第八工位；通过热辊出料装置输送出料。

[001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该设备通过电路基板上料装置中

的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便于在上料过程中更好的进行衔接，防

止在上料过程中需要进行停顿，影响上料效率，通过两个组件能够来回切换提升上料效率，

从而提升整体加工效率；通过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升使上料时，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

件下降进行取料，这样一上一下提升上料效率，减少两块电路基板之间上料的等待时间。

[0017] 通过第一铜膜上料装置便于有效的将第一铜膜进行输送，并且在输送过程中对第

一铜膜进行检测，提升输送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保证了输送的第一铜膜的质量，进一步提

升产品加工质量。

[0018] 通过第一热压装置上的热压升降气缸提升热压升降压板与热压升降板之间的连

接性，并且通过弹簧防止热压升降压板掉落，还能在热压时能够提供缓冲，防止下压过度。

[0019] 通过翻转装置实现了对电路基板进行双面压铜膜操作，无需人工进行翻面，并且

通过翻转吸取组件和翻转驱动组件相配合提升翻面过程中的稳定性，便于将电路基板铜膜

组件有效快捷的进行翻面，提升双面压铜膜效率，提升整体加工连贯性和流畅性。

[0020] 通过热辊出料装置上的出料转移组件便于将分度盘装置上的成品吸取输送至热

辊输送组件上，提升转移的稳定性和精准性，通过热辊输送组件上的热辊驱动电机带动多

个第一输送辊轮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进行传动，通过成品从双排的第二输送辊轮之间经

过，输送的同时也能便于将铜膜更好的压合至电路基板上。通过加热箱便于使第一铜膜和

第二铜膜更好的粘合至电路基板上。

[0021] 综上所述，本专利的优点是实现自动化电路基板双面压铜膜加工，提升装置与装

置之间的衔接性和流畅性，提升整体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方法的流程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电路基板和铜膜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电路基板上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第一铜膜进料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本发明第一铜膜转移组件和第一铜膜检测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本发明第一热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8为本发明翻转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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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9为本发明热辊出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0032] 如图3所示，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包括机架及其上的分度盘装置1、电路基板

上料装置2、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第一热压装置4、翻转装置5、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第二热

压装置7和热辊出料装置8；分度盘装置1上设置有第一工位11、第二工位12、第三工位13、第

四工位14、第五工位15、第六工位16、第七工位17和第八工位18；第一工位11、第二工位12、

第三工位13、第四工位14、第五工位15、第六工位16、第七工位17和第八工位18上均设置有

矩形的电路基板载具19。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第一热压装置4、翻转装

置5、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第二热压装置7和热辊出料装置8分别依次位于分度盘装置1的周

向外侧，且第一工位11对应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第三工位13、第四工位14、第五工位15、第

六工位16、第七工位17和第八工位18分别对应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第

一热压装置4、翻转装置5、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第二热压装置7和热辊出料装置8；电路基板

上料装置2用于将电路基板输送上料；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用于将第一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

的正面上；第一热压装置4用于将第一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翻转装置5用于将热

压后的电路基板翻面；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用于将第二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反面上；第二

热压装置7用于将第二铜膜热压至电路基板的反面上；热辊出料装置8用于将正反两面热压

后的电路基板输送出料。

[0033] 如图2所示，图中为本发明所加工的电路基板90、压与正面的第一铜膜91和压与反

面的第二铜膜92；电路基板90、第一铜膜91和第二铜膜92均呈平行四边形状。通过先将电路

基板90输送至电路基板载具19，通过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将第一铜膜91输送至电路基板90

上方，通过第一热压装置4将第一铜膜91热压至电路基板90的正面上，通过翻转装置5带动

热压后的电路基板90翻面，以相同的方式将第二铜膜92压至电路基板90的背面上，完成后

通过热辊出料装置8输送出料。

[0034] 如图4所示，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包括电路基板底板21、电路基板滑轨22、电路基板

上料支架23、电路基板移动气缸24、驱动组件、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第二电路基板上料

组件和电路基板转移组件；电路基板底板21设置在机架上，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通过电路

基板滑轨22设置在电路基板底板21上，电路基板移动气缸24设置在机架上，且电路基板移

动气缸24的移动部与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连接；通过电路基板移动气缸24带动电路基板上

料支架23进行前后移动定位。驱动组件包括驱动支架251、驱动电机252和驱动齿轮253；驱

动支架251设置在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的中部；驱动电机252设置在驱动支架251上，驱动齿

轮253连接在驱动电机252的转轴上，通过驱动电机252带动驱动齿轮253进行旋转驱动。第

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分别设置在驱动支架251的前后两侧；第一

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结构相同，通过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

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便于在上料过程中更好的进行衔接，防止在上料过程中需要进行停顿，

影响上料效率，通过两个组件能够来回切换提升上料效率，从而提升整体加工效率。第一电

路基板上料组件包括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电路基板上料滑轨262和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

263；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纵向设置在电路基板上料支架23上；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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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内，且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在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的空挡内移

动。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的竖板通过电路基板上料滑轨262设置电路基板上料框架261内

侧；从而实现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进行升降移动。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的竖板内侧中

间设置有齿条264，齿条264与驱动齿轮253前侧相啮合，通过驱动齿轮253旋转带动齿条264

进行升降。电路基板转移组件用于将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

电路基板进行转移。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齿条264顶部与驱动齿轮253前侧相啮合；

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齿条264底部与驱动齿轮253后侧相啮合，通过第一电路基板上

料组件上升使上料时，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下降进行取料，这样一上一下提升上料效率，

减少两块电路基板之间上料的等待时间。

[0035] 工作时，通过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上的驱动电机252带动驱动齿轮253进行旋转驱

动，从而带动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的齿条264带动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电路基板

上料L型架263上的电路基板90向上移动，通过 电路基板转移组件将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

263上的电路基板90吸取转移至分度盘装置1的第一工位11的电路基板载具19上；第二电路

基板上料组件上的齿条264带动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上电路基板上料L型架263下降进行

取料。

[0036] 该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解决了每次只能对一块电路基板进行上料输送，输送完后

需要再重新取一块进行上料，这样来回移动增加上料时间的问题。

[0037] 通过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中的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和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便

于在上料过程中更好的进行衔接，防止在上料过程中需要进行停顿，影响上料效率，通过两

个组件能够来回切换提升上料效率，从而提升整体加工效率；通过第一电路基板上料组件

上升使上料时，第二电路基板上料组件下降进行取料，这样一上一下提升上料效率，减少两

块电路基板之间上料的等待时间。

[0038] 如图5和图6所示，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包括第一铜膜进料组件、第一铜膜转移组件

和第一铜膜检测组件；第一铜膜进料组件包括铜膜进料支架31、铜膜料带辊32、铜膜输送电

机33、齿轮传送带组34、导轮传送条组35和夹紧气缸36；铜膜进料支架31纵向设置在机架

上；铜膜料带辊32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31的顶部，铜膜料带辊32用于安装铜膜料带。铜膜输

送电机33设置铜膜进料支架31的上部前侧，铜膜输送电机33穿过铜膜进料支架31与齿轮传

送带组34一端连接，齿轮传送带组34另一端连接有驱动导辊341，驱动导辊341通过轴承水

平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31上，通过铜膜输送电机33驱动齿轮传送带组34进行传动，从而使

驱动导辊341进行旋转带动铜膜料带进行输送。铜膜进料支架31上位于驱动导辊341下方设

置有与驱动导辊341配合的驱动配合导辊342，铜膜料带由驱动导辊341和驱动配合导辊342

之间穿过进行限位输送。驱动导辊341上位于齿轮传送带组34的齿轮外侧与导轮传送条组

35的一端连接，导轮传送条组35的另一端连接有辅助驱动导辊351，辅助驱动导辊351通过

轴承水平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31上，通过齿轮传送带组34带动导轮传送条组35进行旋转驱

动，从而带动辅助驱动导辊351进行旋转驱动输送。铜膜进料支架31上位于辅助驱动导辊

351的后侧还设有多根导向辊352，通过多根导向辊352对铜膜料带进行导向，使其能够实现

张紧输送。夹紧气缸36通过夹紧支架纵向设置在铜膜进料支架31上，夹紧气缸36下部设置

有夹紧支撑板37，通过夹紧气缸36将铜膜料带的连接处进行夹紧，通过第一铜膜转移组件

将第一铜膜91输送至电路基板90上。第一铜膜转移组件包括铜膜转移支架381、铜膜前后转

说　明　书 6/9 页

10

CN 112218431 A

10



移驱动电缸382、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383、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384和铜膜吸取架385；

铜膜转移支架381设置在机架上，铜膜前后转移驱动电缸382前后方向设置在铜膜转移支架

381的顶部，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383设置在铜膜前后转移驱动电缸382的移动部上，通过

铜膜前后转移驱动电缸382带动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383进行前后移动定位。铜膜升降转

移驱动电缸384设置在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383的移动部上，通过铜膜水平转移驱动电缸

383带动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384进行水平移动定位。铜膜吸取架385设置在铜膜升降转

移驱动电缸384的移动部上；铜膜升降转移驱动电缸384带动铜膜吸取架385进行升降移动

定位。第一铜膜检测组件包括铜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391和铜膜检测模块392；铜膜检测前

后移动电缸391前方设置在机架上，且位于铜膜吸取架385下方，铜膜检测模块392设置在铜

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391的移动部上，通过铜膜检测前后移动电缸391带动铜膜检测模块

392进行前后移动定位，通过铜膜检测模块392对第一铜膜91进行质量检测。

[0039] 工作时，通过第一铜膜进料组件上的铜膜输送电机33带动驱动导辊341和辅助驱

动导辊351进行旋转驱动，从而带动铜膜料带辊32上的铜膜料带进行有序输送，通过夹紧气

缸36将铜膜料带的连接处进行夹紧，使第一铜膜转移组件将第一铜膜91吸住，并转移至分

度盘装置1的第二工位的电路基板90上，在输送的同时通过铜膜检测模块392对第一铜膜91

进行检测。

[0040] 该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解决了容易使铜膜无法张紧输送，容易松动导致铜膜输送

定位不精准，从而在将铜膜料带逐个分离过程中，容易将铜膜撕裂的问题。

[0041] 通过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便于有效的将第一铜膜91进行输送，并且在输送过程中

对第一铜膜91进行检测，提升输送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保证了输送的第一铜膜91的质量，

进一步提升产品加工质量。

[0042] 如图7所示，第一热压装置4包括热压支架41、热压升降气缸42、热压升降板43、热

压升降压板44、隔热板45和导热板46；热压支架41设置在机架上，热压升降气缸42设置在热

压支架41的顶部中心，热压升降气缸42的移动部穿过热压支架41与热压升降板43连接，通

过热压升降气缸42带动热压升降板43进行升降移动定位。热压升降压板44通过四根热压导

杆441设置在热压支架41上，通过四根热压导杆441进行更好的支撑。热压升降压板44与热

压升降板43之间通过四个弹簧442连接，通过四个弹簧442使热压升降压板44与热压升降板

43进行连接，防止热压升降压板44掉落，并且在热压时能够提供缓冲，防止下压过度。隔热

板45设置在热压升降压板44的底部，导热板46设置在隔热板45的底部。

[0043] 工作时，通过热压升降气缸42带动热压升降板43下降，从而使热压升降板43带动

热压升降压板44底部的隔热板45和导热板46下降，使导热板46与第一铜膜91接触，将第一

铜膜91热压至电路基板90上。

[0044] 通过第一热压装置4上的热压升降气缸42提升升降定位精度，通过热压导杆441提

升热压升降压板44与热压升降板43之间的连接性，并且通过弹簧442防止热压升降压板44

掉落，还能在热压时能够提供缓冲，防止下压过度。

[0045] 如图8所示，翻转装置5包括翻转吸取组件51和翻转驱动组件52；翻转吸取组件51

包括翻转吸取支架511、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翻转吸取升降架513和翻转吸取板514；翻转

吸取支架511设置在机架上，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设置在翻转吸取支架511的上部中间，翻

转吸取升降架513设置在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的移动部上，翻转升降架513上纵向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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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根平行的升降导杆，翻转升降架513套设在升降导杆上，并在升降导杆上进行移动。翻转

吸取板514通过翻转吸取导杆5141设置在翻转吸取升降架513上，翻转板514呈T形状，且翻

转板514的前后两侧设置有翻转挡板。且翻转吸取板514与翻转吸取升降架513之间连接有

多个翻转吸取弹簧5142；通过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带动翻转吸取升降架513进行升降移动

定位，通过翻转吸取升降架513带动翻转吸取板514实现将电路基板铜膜组件吸取。

[0046] 翻转驱动组件52包括翻转水平移动电缸521、翻转水平移动架522、翻转升降架

523、翻转气缸524、翻转转轴525、翻转板526；翻转水平移动电缸521设置在机架上，翻转水

平移动架522设置在翻转水平移动电缸521的移动部，通过翻转水平移动电缸521带动翻转

水平移动架522进行水平移动定位。翻转升降架523通过翻转升降滑轨5231设置在翻转水平

移动架522上，翻转升降架523通过翻转升降滑轨5231实现升降移动。翻转升降架523底部设

置有翻转升降弹簧，通过翻转升降弹簧对翻转升降架523进行支撑，防止翻转升降架523处

于最底部。翻转气缸524设置在翻转升降架523上，翻转转轴525与翻转气缸524的旋转部连

接，翻转转轴525穿过翻转升降架523与翻转板526连接，通过翻转气缸524带动翻转板526进

行180°旋转。翻转板526位于电路基板载具19和翻转吸取组件51之间。

[0047] 工作时，通过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带动翻转吸取板514下降将分度盘装置1上的

电路基板铜膜组件吸取，吸取后向上移动，通过翻转水平移动电缸521带动翻转板526移动

至电路基板载具19和翻转吸取组件51之间，通过将吸取的电路基板铜膜组件输送至翻转板

526上面，通过翻转气缸524带动翻转板526进行180°旋转，在通过翻转吸取升降电缸512将

翻转板526地面的电路基板铜膜组件下压回分度盘装置1上，实现电路基板铜膜180°翻面。

[0048] 通过翻转装置5实现了对电路基板进行双面压铜膜操作，无需人工进行翻面，并且

通过翻转吸取组件51和翻转驱动组件52相配合提升翻面过程中的稳定性，便于将电路基板

铜膜组件有效快捷的进行翻面，提升双面压铜膜效率，提升整体加工连贯性和流畅性。

[0049] 如图5至图7所示，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和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的结构和使用方式均

相同；第二热压装置7与第一热压装置4的结构和使用方式均相同。

[0050] 如图9所示，热辊出料装置8包括出料转移组件81和热辊输送组件82；出料转移组

件81包括出料转移支架811、出料前后转移电缸812、出料升降气缸813、出料旋转马达814、

出料吸板815；出料转移支架811设置在机架上，出料前后转移电缸812设置在出料转移支架

811的顶部，出料升降气缸813设置在出料前后转移电缸812的移动部上，通过出料前后转移

电缸812带动出料升降气缸813进行前后移动定位。出料旋转马达814设置在出料升降气缸

813的移动部上，通过出料升降气缸813带动出料旋转马达814进行升降移动定位。出料吸板

815设置在出料旋转马达814的旋转部上，通过出料旋转马达814带动出料吸板815进行旋

转，从而将分度盘装置1上的成品吸取输送至热辊输送组件82上。

[0051] 热辊输送组件82包括热辊输送支架821、热辊驱动电机822、热辊驱动转轴823、热

辊驱动齿轮组824和加热箱825；热辊输送支架821设置在机架上，热辊输送支架821的进料

端部设置有单排的多个第一输送辊轮8211，通过第一输送辊轮8211便于将成品进行输送。

热辊输送支架821的出料端部设置有双排的多个第二输送辊轮8212，成品从双排的第二输

送辊轮8212之间经过，输送的同时也能便于将铜膜更好的压合至电路基板90上。多个第一

输送辊轮8211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8212通过多个皮带齿轮组8213进行传动，热辊驱动电机

822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821的出料端，热辊驱动转轴823水平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82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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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辊驱动转轴823一端与热辊驱动电机822连接，  热辊驱动转轴823的另一端与热辊驱动齿

轮组824连接，通过热辊驱动电机822带动热辊驱动转轴823连接，从而带动热辊驱动齿轮组

824进行驱动旋转。通过热辊驱动电机822带动多个第一输送辊轮8211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

8212进行传动，加热箱825设置在热辊输送支架821的出料端部，通过加热箱825便于使第一

铜膜91和第二铜膜92更好的粘合至电路基板90上。加热箱825的进料端和出料端分别设置

有进口和出口。

[0052] 工作时，通过出料前后转移电缸812和出料升降气缸813相配合带动出料旋转马达

814上的出料吸板815移动至分度盘装置1的第八工位18的电路基板载具19处，通过出料旋

转马达814带动出料吸板815旋转与第八工位18对齐，将成品吸取转移至热辊输送组件82

上，通过热辊驱动电机822带动热辊驱动转轴823连接，从而带动热辊驱动齿轮组824进行驱

动旋转，进而使多个第一输送辊轮8211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8212带动成品进行输送。

[0053] 通过热辊出料装置8上的出料转移组件81便于将分度盘装置1上的成品吸取输送

至热辊输送组件82上，提升转移的稳定性和精准性，通过热辊输送组件82上的热辊驱动电

机822带动多个第一输送辊轮8211和多个第二输送辊轮8212进行传动，通过成品从双排的

第二输送辊轮8212之间经过，输送的同时也能便于将铜膜更好的压合至电路基板90上。通

过加热箱825便于使第一铜膜91和第二铜膜92更好的粘合至电路基板90上。

[0054] 如图1所示，一种电路基板压铜膜方法，使用上述的电路基板压铜膜设备，依次通

过以下步骤：

S1电路基板上料：通过电路基板上料装置2将电路基板输送至分度盘装置1的第一工位

11的电路基板载具19上；

S2第一铜膜上料热压：通过分度盘装置1旋转至第三工位13，通过第一铜膜上料装置3

将单片铜膜输送至电路基板的正面上，旋转至第四工位14，通过第一热压装置4将铜膜热压

至电路基板的正面；

S3电路基板翻转加工：通过分度盘装置1旋转至第五工位15，通过翻转装置5将电路基

板进行翻面；

S4翻面压膜：第二铜膜上料装置6和第二热压装置7通过相同的方式将铜膜热压至电路

基板的反面上；

S5热辊出料：通过分度盘装置1旋转至第八工位18；通过热辊出料装置8输送出料。

[0055] 该设备解决了现有的设备在整体上装置与装置的衔接性比较差，大多都是独立进

行电路基板压铜膜加工，这样需要将电路基板在中途进行输送转移，从而容易造成电路基

板的磨损或丢失的问题，以及只能对单面电路基板进行压铜膜加工的问题。

[0056] 本专利的优点是实现自动化电路基板双面压铜膜加工，提升装置与装置之间的衔

接性和流畅性，提升整体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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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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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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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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