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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

置，包括取料及撕膜机构、易撕贴机构及LCD搬

臂，其中，上述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及易撕贴

机构并列间隔设置；上述取料及撕膜机构跨设在

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及易撕贴机构的上方；

LCD上料机构上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取出并

搬移至中转平台上，取料及撕膜机构从易撕贴机

构上取出易撕贴，并将中转平台上吸附的LCD表

面的离型膜撕离，撕膜后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

构搬移至真空贴合机的下贴合平台上，以便将盖

板贴合至撕膜后的LCD上。本实用新型具备多平

面度调节，以适应不同撕膜位置及角度的功能，

实现了易撕贴撕膜前同步辊压易撕贴进行保压，

提高了易撕贴粘附力，且协同易撕贴撕膜旋转远

离易撕贴，避免了运动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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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取料及撕膜机构(8)、易撕贴机构(9)及

LCD搬臂(10)，其中，上述LCD上料机构(6)、中转平台(7)及易撕贴机构(9)并列间隔设置；上

述取料及撕膜机构(8)跨设在LCD上料机构(6)、中转平台(7)及易撕贴机构(9)的上方；LCD

上料机构(6)上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8)取出并搬移至中转平台(7)上，取料及撕膜机构

(8)从易撕贴机构(9)上取出易撕贴，并将中转平台(7)上吸附的LCD表面的离型膜撕离，撕

膜后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8)搬移至真空贴合机的下贴合平台上，以便将盖板贴合至撕

膜后的LCD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取料及撕膜机

构(8)包括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取料组件、撕膜组件(85)及废料盒(86)，其中，上述取料

撕膜直线模组(81)设置于机台(1)上，并跨设于LCD上料机构(6)、中转平台(7)及易撕贴机

构(9)上方；上述取料组件及撕膜组件(85)分别连接于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上，并分别经

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驱动而直线运动；取料组件将LCD从LCD上料机构(6)上取出，并移送

至中转平台(7)上；撕膜组件(85)从易撕贴机构(9)上取出易撕贴后，通过易撕贴粘附中转

平台(7)上LCD表面的离型膜，并将离型膜撕离；上述废料盒(86)间隔设置于易撕贴机构(9)

的一侧，撕完后的离型膜经撕膜组件(85)丢入废料盒(86)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取料组件包括

取料直线滑座(82)、取料升降直线模组(83)及取料吸嘴(84)，其中，上述取料直线滑座(82)

连接于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上；上述取料升降直线模组(83)设置在取料直线滑座(82)

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取料吸嘴(84)包括至少二个，取料吸嘴(84)连接于取料升降直

线模组(83)的输出端上，并经取料升降直线模组(83)驱动而升降运动，以便吸取LCD。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撕膜组件(85)

包括撕膜支座(851)、撕膜升降模组(852)、撕膜升降滑座(853)、第一旋转部件、第二旋转部

件、撕膜部件及辊压部件，其中，上述撕膜支座(851)连接在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上；上述

撕膜升降模组(852)竖直连接在撕膜支座(851)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撕膜升降滑座

(853)连接于撕膜升降模组(852)的输出端上；上述第一旋转部件设置在撕膜升降滑座

(853)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第二旋转部件连接于第一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并经第

一旋转部件驱动而在水平面内旋转运动；上述撕膜部件连接在第二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

并经第二旋转部件驱动而在竖直平面内旋转运动，撕膜部件从易撕贴机构(9)处夹取易撕

贴，并将易撕贴贴附至LCD表面的离型膜上，并通过旋转将离型膜撕离LCD；上述辊压部件设

置在撕膜部件上，且倾斜向下设置，以便下辊易撕贴，对易撕贴与离型膜进行粘附保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旋转部件

包括旋转支台(854)、旋转气缸(855)及旋转支轴(856)，其中，上述旋转支台(854)水平连接

在撕膜升降滑座(853)上；上述旋转支轴(856)竖直设置在旋转支台(854)上，且在旋转支台

(854)内自由滑动；上述旋转气缸(855)水平设置于旋转支台(854)上，且输出端连接在旋转

支轴(856)的一侧，以便驱动旋转支轴(856)旋转运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旋转部件

包括旋转支板(857)、旋转电机(858)及旋转座(859)，其中，上述旋转支板(857)为横截面为

L状结构的板体，旋转支板(857)上部的水平板部连接在旋转支轴(856)的下端，并经旋转支

轴(856)带动而旋转运动；上述旋转电机(858)设置在旋转支板(857)竖直板部的一侧，且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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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穿过竖直板部；上述旋转座(859)竖直连接在旋转电机(858)的输出端上，并经旋转电

机(858)驱动而在竖直平面内旋转运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撕膜部件包括

撕膜气缸(8510)及撕膜夹爪(8511)，其中，上述撕膜气缸(8510)设置在旋转座(859)的侧壁

上，撕膜夹爪(8511)包括二个，且分别连接在撕膜气缸(8510)上，撕膜气缸(8510)驱动撕膜

夹爪(8511)夹紧或松开易撕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辊压部件包括

支撑座(8512)、辊压气缸(8513)及压辊(8514)，其中，上述支撑座(8512)连接于旋转座

(859)的侧壁上，并位于撕膜气缸(8510)的上方，支撑座(8512)的上部设有朝撕膜夹爪

(8511)方向倾斜向下延伸的支撑面；上述辊压气缸(8513)设置于支撑面上，且输出端倾斜

朝下设置；上述压辊(8514)可转动地连接在辊压气缸(8513)的输出端上，并经辊压气缸

(8513)驱动而贴紧易撕贴，并同步撕膜夹爪(8511)旋转，撕膜夹爪(8511)正向旋转将易撕

贴粘附在离型膜上时，压辊(8514)在易撕贴表面同步辊压，撕膜夹爪(8511)带动易撕贴反

向旋转撕膜时，压辊(8514)离开易撕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易撕贴机构(9)

包括料轮(91)、收料轮(92)、料带(93)及易撕贴(94)，其中，上述料轮(91)及收料轮(92)分

别可转动地设置在易撕贴支板的侧壁上；上述料带(93)卷绕在料轮(91)上，且料带(93)的

外端连接在收料轮(92)上，收料轮(92)旋转运动时，将料带(93)向外拉出，并将易撕贴取走

后的料带(93)卷绕回收；上述易撕贴(94)包括至少二片，易撕贴(94)均匀间隔的粘附在料

带(93)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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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自动化制造领域，特别指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平板显示器件是实现文字和图像显示的人机交互载体，主要由显示模组、背光模

组和触控模组组成，其中显示模组又由显示面板、偏光片、驱动芯片IC、电路板PCB和FPC等

部件组成。平板显示器件的生产分为前段阵列、成盒工序和后段模组组装工序。前段工序用

于生产显示面板，后段工序用于将显示面板、偏光片、背光模组、触控模组等部件组装为平

板显示器件。前段工序生产设备目前主要由日本、韩国和美国企业提供，国内基本不能自

产；后段工序生产设备中，国内少数企业已实现突破，目前正逐步实现对进口设备的替代。

显示面板是实现显示功能的主要部件，为组装成显示器件，需要在面板两侧贴附偏光片LCD

面板需要在上下两侧各贴附一张偏光片，OLED面板需在上方贴附一张偏光片以实现光线的

定向传播。

[0003] LCD在贴完偏光片后需要与CG盖板贴合组装一体，LCD与CG盖板组装前需要在LCD

表面点胶或者粘附透明胶带，以便辅助后续LCD与盖板贴合时粘附固定；针对LCD与盖板贴

合工艺，存在以下技术难点需要解决：1、贴合过程中涉及到的LCD的上料、中转、表面撕膜直

至被移送至贴合下部的问题；2、采用易撕贴撕膜过程中，以易撕贴作为撕膜载体粘附待撕

膜体后，在撕膜过程中出现易撕贴粘附力较差，脱离待撕膜体，导致撕膜失效的问题，以及

撕膜角度根据不同的产品及撕膜位置进行调整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具备多平面

度调节，以适应不同撕膜位置及角度的功能，实现了易撕贴撕膜前同步辊压易撕贴进行保

压，提高了易撕贴粘附力，且协同易撕贴撕膜旋转远离易撕贴，避免了运动干涉的LCD上料

及撕膜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包括取料及撕膜机

构、易撕贴机构及LCD搬臂，其中，上述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及易撕贴机构并列间隔设置；

上述取料及撕膜机构跨设在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及易撕贴机构的上方；LCD上料机构上

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取出并搬移至中转平台上，取料及撕膜机构从易撕贴机构上取出

易撕贴，并将中转平台上吸附的LCD表面的离型膜撕离，撕膜后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搬

移至真空贴合机的下贴合平台上，以便将盖板贴合至撕膜后的LCD上。

[0006] 优选地，所述的取料及撕膜机构包括取料撕膜直线模组、取料组件、撕膜组件及废

料盒，其中，上述取料撕膜直线模组设置于机台上，并跨设于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及易撕

贴机构上方；上述取料组件及撕膜组件分别连接于取料撕膜直线模组上，并分别经取料撕

膜直线模组驱动而直线运动；取料组件将  LCD从LCD上料机构上取出，并移送至中转平台

上；撕膜组件从易撕贴机构上取出易撕贴后，通过易撕贴粘附中转平台上LCD表面的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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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并将离型膜撕离；上述废料盒间隔设置于易撕贴机构的一侧，撕完后的离型膜经撕膜组

件丢入废料盒内。

[0007] 优选地，所述的取料组件包括取料直线滑座、取料升降直线模组及取料吸嘴，其

中，上述取料直线滑座连接于取料撕膜直线模组上；上述取料升降直线模组设置在取料直

线滑座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取料吸嘴包括至少二个，取料吸嘴连接于取料升降直线

模组的输出端上，并经取料升降直线模组驱动而升降运动，以便吸取LCD。

[0008] 优选地，所述的撕膜组件包括撕膜支座、撕膜升降模组、撕膜升降滑座、第一旋转

部件、第二旋转部件、撕膜部件及辊压部件，其中，上述撕膜支座连接在取料撕膜直线模组

上；上述撕膜升降模组竖直连接在撕膜支座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撕膜升降滑座连接

于撕膜升降模组的输出端上；上述第一旋转部件设置在撕膜升降滑座上，且输出端朝下设

置；上述第二旋转部件连接于第一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并经第一旋转部件驱动而在水平

面内旋转运动；上述撕膜部件连接在第二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并经第二旋转部件驱动而

在竖直平面内旋转运动，撕膜部件从易撕贴机构处夹取易撕贴，并将易撕贴贴附至LCD  表

面的离型膜上，并通过旋转将离型膜撕离LCD；上述辊压部件设置在撕膜部件上，且倾斜向

下设置，以便下辊易撕贴，对易撕贴与离型膜进行粘附保压。

[0009] 优选地，所述的第一旋转部件包括旋转支台、旋转气缸及旋转支轴，其中，上述旋

转支台水平连接在撕膜升降滑座上；上述旋转支轴竖直设置在旋转支台上，且在旋转支台

内自由滑动；上述旋转气缸水平设置于旋转支台上，且输出端连接在旋转支轴的一侧，以便

驱动旋转支轴旋转运动。

[0010] 优选地，所述的第二旋转部件包括旋转支板、旋转电机及旋转座，其中，上述旋转

支板为横截面为L状结构的板体，旋转支板上部的水平板部连接在旋转支轴的下端，并经旋

转支轴带动而旋转运动；上述旋转电机设置在旋转支板竖直板部的一侧，且输出端穿过竖

直板部；上述旋转座竖直连接在旋转电机的输出端上，并经旋转电机驱动而在竖直平面内

旋转运动。

[0011] 优选地，所述的撕膜部件包括撕膜气缸及撕膜夹爪，其中，上述撕膜气缸设置在旋

转座的侧壁上，撕膜夹爪包括二个，且分别连接在撕膜气缸上，撕膜气缸驱动撕膜夹爪夹紧

或松开易撕贴。

[0012] 优选地，所述的辊压部件包括支撑座、辊压气缸及压辊，其中，上述支撑座连接于

旋转座的侧壁上，并位于撕膜气缸的上方，支撑座的上部设有朝撕膜夹爪方向倾斜向下延

伸的支撑面；上述辊压气缸设置于支撑面上，且输出端倾斜朝下设置；上述压辊可转动地连

接在辊压气缸的输出端上，并经辊压气缸驱动而贴紧易撕贴，并同步撕膜夹爪旋转，撕膜夹

爪正向旋转将易撕贴粘附在离型膜上时，压辊在易撕贴表面同步辊压，撕膜夹爪带动易撕

贴反向旋转撕膜时，压辊离开易撕贴。

[0013] 优选地，所述的易撕贴机构包括料轮、收料轮、料带及易撕贴，其中，上述料轮及收

料轮分别可转动地设置在易撕贴支板的侧壁上；上述料带卷绕在料轮上，且料带的外端连

接在收料轮上，收料轮旋转运动时，将料带向外拉出，并将易撕贴取走后的料带卷绕回收；

上述易撕贴包括至少二片，易撕贴均匀间隔的粘附在料带的表面。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自主研发设计了一种具备多平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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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以适应不同撕膜位置及角度的功能，实现了易撕贴撕膜前同步辊压易撕贴进行保压，

提高了易撕贴粘附力，且协同易撕贴撕膜旋转远离易撕贴，避免了运动干涉的LCD上料及撕

膜装置。

[0016] 本实用新型针对LCD的上料、中转、撕膜设计有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取料及撕

膜机构及易撕贴机构，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及易撕贴机构并列间隔设置，取料及撕膜机

构跨设在三者上方，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从LCD上料机构搬移至中转平台上，取料及撕膜

机构从易撕贴机构处取出易撕贴后，将易撕贴粘附在LCD表面的离型膜上，并通过易撕贴将

离型膜撕离，撕膜废料丢入废料盒内；撕膜后的LCD经LCD搬臂搬移至下平台上，以便后续贴

合。特别地，本实用新型的取料及撕膜机构同时集成有LCD取出搬移功能及撕膜功能，通过

同一个取料撕膜直线模组分别驱动取料组件及撕膜组件直线移动，取料组件及撕膜组件互

不干涉，取料组件完成LCD取料动作，撕膜组件完成易撕贴夹取、粘附易撕贴、易撕贴辊压保

压及易撕贴撕膜动作。值得说明的是，本实用新型的撕膜组件通过水平连接在撕膜升降模

组上的撕膜升降滑座作为支撑平台，在该平台上集成设置第一旋转部件、第二旋转部件、撕

膜部件及辊压部件，第二旋转部件连接在第一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撕膜部件及辊压部件

连接在第二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通过第一旋转部件及第二旋转部件使得撕膜部件及辊压

部件同时具备有在水平面方向及竖直方向二个自由度的旋转，相比于传统的撕膜机构极大

地提升了可撕膜的位置及角度，可适应多种不同的撕膜要求；另外，本实用新型独创性地在

撕膜部件的上方设置有辊压部件，辊压部件以支撑座作为承载结构，支撑座的上部设有朝

撕膜夹爪方向倾斜向下延伸的倾斜支撑面，辊压部件的辊压气缸设置在该倾斜支撑面上，

且输出倾斜向下朝撕膜夹爪方向设置，输出端上可转动地连接有压辊；当撕膜夹爪夹取易

撕贴后，正向旋转将易撕贴贴附在LCD表面待撕的离型膜上时，压辊同步地旋转，并随着旋

转从易撕贴上方将粘附在离型膜上的易撕贴辊压保压，使得易撕贴更好的与离型膜粘附固

定；当撕膜夹爪带动易撕贴反向旋转撕膜时，压辊先于撕膜夹爪离开易撕贴，以避免运动干

涉；通过该种辊压功能，极好地保证了易撕贴粘附效果，极大地提升了撕膜成功率。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结构示意图之一。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结构示意图之二。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装配结构示意图之三。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撕膜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撕膜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2] 图6为本实用新型撕膜组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之三。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24]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LCD上料及撕膜装置，包

括取料及撕膜机构8、易撕贴机构9及LCD搬臂10，其中，上述LCD  上料机构6、中转平台7及易

撕贴机构9并列间隔设置；上述取料及撕膜机构8  跨设在LCD上料机构6、中转平台7及易撕

贴机构9的上方；LCD上料机构6上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8取出并搬移至中转平台7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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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撕膜机构8从易撕贴机构9上取出易撕贴，并将中转平台7上吸附的LCD表面的离型膜撕

离，撕膜后的LCD经取料及撕膜机构8搬移至真空贴合机的下贴合平台上，以便将盖板贴合

至撕膜后的LCD上。

[0025] 取料及撕膜机构8包括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取料组件、撕膜组件85及废料盒86，

其中，上述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设置于机台1上，并跨设于LCD上料机构6、中转平台7及易撕

贴机构9上方；上述取料组件及撕膜组件85分别连接于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上，并分别经取

料撕膜直线模组81驱动而直线运动；取料组件将LCD从LCD上料机构6上取出，并移送至中转

平台7上；撕膜组件  85从易撕贴机构9上取出易撕贴后，通过易撕贴粘附中转平台7上LCD表

面的离型膜，并将离型膜撕离；上述废料盒86间隔设置于易撕贴机构9的一侧，撕完后的离

型膜经撕膜组件85丢入废料盒86内。

[0026] 取料组件包括取料直线滑座82、取料升降直线模组83及取料吸嘴84，其中，上述取

料直线滑座82连接于取料撕膜直线模组81上；上述取料升降直线模组83设置在取料直线滑

座82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取料吸嘴84包括至少二个，取料吸嘴84连接于取料升降直

线模组83的输出端上，并经取料升降直线模组83驱动而升降运动，以便吸取LCD。

[0027] 撕膜组件85包括撕膜支座851、撕膜升降模组852、撕膜升降滑座853、第一旋转部

件、第二旋转部件、撕膜部件及辊压部件，其中，上述撕膜支座851  连接在取料撕膜直线模

组81上；上述撕膜升降模组852竖直连接在撕膜支座851  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撕膜

升降滑座853连接于撕膜升降模组852的输出端上；上述第一旋转部件设置在撕膜升降滑座

853上，且输出端朝下设置；上述第二旋转部件连接于第一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并经第一

旋转部件驱动而在水平面内旋转运动；上述撕膜部件连接在第二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并

经第二旋转部件驱动而在竖直平面内旋转运动，撕膜部件从易撕贴机构9处夹取易撕贴，并

将易撕贴贴附至LCD表面的离型膜上，并通过旋转将离型膜撕离LCD；上述辊压部件设置在

撕膜部件上，且倾斜向下设置，以便下辊易撕贴，对易撕贴与离型膜进行粘附保压。

[0028] 第一旋转部件包括旋转支台854、旋转气缸855及旋转支轴856，其中，上述旋转支

台854水平连接在撕膜升降滑座853上；上述旋转支轴856竖直设置在旋转支台854上，且在

旋转支台854内自由滑动；上述旋转气缸855水平设置于旋转支台854上，且输出端连接在旋

转支轴856的一侧，以便驱动旋转支轴856旋转运动。

[0029] 第二旋转部件包括旋转支板857、旋转电机858及旋转座859，其中，上述旋转支板

857为横截面为L状结构的板体，旋转支板857上部的水平板部连接在旋转支轴856的下端，

并经旋转支轴856带动而旋转运动；上述旋转电机858  设置在旋转支板857竖直板部的一

侧，且输出端穿过竖直板部；上述旋转座859  竖直连接在旋转电机858的输出端上，并经旋

转电机858驱动而在竖直平面内旋转运动。

[0030] 撕膜部件包括撕膜气缸8510及撕膜夹爪8511，其中，上述撕膜气缸8510  设置在旋

转座859的侧壁上，撕膜夹爪8511包括二个，且分别连接在撕膜气缸  8510上，撕膜气缸8510

驱动撕膜夹爪8511夹紧或松开易撕贴。

[0031] 辊压部件包括支撑座8512、辊压气缸8513及压辊8514，其中，上述支撑座8512连接

于旋转座859的侧壁上，并位于撕膜气缸8510的上方，支撑座8512 的上部设有朝撕膜夹爪

8511方向倾斜向下延伸的支撑面；上述辊压气缸8513  设置于支撑面上，且输出端倾斜朝下

设置；上述压辊8514可转动地连接在辊压气缸8513的输出端上，并经辊压气缸8513驱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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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紧易撕贴，并同步撕膜夹爪8511旋转，撕膜夹爪8511正向旋转将易撕贴粘附在离型膜上

时，压辊8514  在易撕贴表面同步辊压，撕膜夹爪8511带动易撕贴反向旋转撕膜时，压辊

8514  离开易撕贴。

[0032] 易撕贴机构9包括料轮91、收料轮92、料带93及易撕贴94，其中，上述料轮91及收料

轮92分别可转动地设置在易撕贴支板的侧壁上；上述料带93卷绕在料轮91上，且料带93的

外端连接在收料轮92上，收料轮92旋转运动时，将料带93向外拉出，并将易撕贴取走后的料

带93卷绕回收；上述易撕贴94包括至少二片，易撕贴94均匀间隔的粘附在料带93的表面。

[0033] 进一步，本实用新型设计了一种具备多平面度调节，以适应不同撕膜位置及角度

的功能，实现了易撕贴撕膜前同步辊压易撕贴进行保压，提高了易撕贴粘附力，且协同易撕

贴撕膜旋转远离易撕贴，避免了运动干涉的LCD上料及撕膜装置。本实用新型针对LCD的上

料、中转、撕膜设计有LCD上料机构、中转平台、取料及撕膜机构及易撕贴机构，LCD上料机

构、中转平台及易撕贴机构并列间隔设置，取料及撕膜机构跨设在三者上方，LCD经取料及

撕膜机构从LCD上料机构搬移至中转平台上，取料及撕膜机构从易撕贴机构处取出易撕贴

后，将易撕贴粘附在LCD表面的离型膜上，并通过易撕贴将离型膜撕离，撕膜废料丢入废料

盒内；撕膜后的LCD经LCD搬臂搬移至下平台上，以便后续贴合。特别地，本实用新型的取料

及撕膜机构同时集成有LCD取出搬移功能及撕膜功能，通过同一个取料撕膜直线模组分别

驱动取料组件及撕膜组件直线移动，取料组件及撕膜组件互不干涉，取料组件完成LCD取料

动作，撕膜组件完成易撕贴夹取、粘附易撕贴、易撕贴辊压保压及易撕贴撕膜动作。值得说

明的是，本实用新型的撕膜组件通过水平连接在撕膜升降模组上的撕膜升降滑座作为支撑

平台，在该平台上集成设置第一旋转部件、第二旋转部件、撕膜部件及辊压部件，第二旋转

部件连接在第一旋转部件的输出端上，撕膜部件及辊压部件连接在第二旋转部件的输出端

上，通过第一旋转部件及第二旋转部件使得撕膜部件及辊压部件同时具备有在水平面方向

及竖直方向二个自由度的旋转，相比于传统的撕膜机构极大地提升了可撕膜的位置及角

度，可适应多种不同的撕膜要求；另外，本实用新型独创性地在撕膜部件的上方设置有辊压

部件，辊压部件以支撑座作为承载结构，支撑座的上部设有朝撕膜夹爪方向倾斜向下延伸

的倾斜支撑面，辊压部件的辊压气缸设置在该倾斜支撑面上，且输出倾斜向下朝撕膜夹爪

方向设置，输出端上可转动地连接有压辊；当撕膜夹爪夹取易撕贴后，正向旋转将易撕贴贴

附在LCD表面待撕的离型膜上时，压辊同步地旋转，并随着旋转从易撕贴上方将粘附在离型

膜上的易撕贴辊压保压，使得易撕贴更好的与离型膜粘附固定；当撕膜夹爪带动易撕贴反

向旋转撕膜时，压辊先于撕膜夹爪离开易撕贴，以避免运动干涉；通过该种辊压功能，极好

地保证了易撕贴粘附效果，极大地提升了撕膜成功率。

[0034]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只是介绍其具体实施方式，不在于限制其保护范围。本行业

的技术人员在本实施例的启发下可以作出某些修改，故凡依照本实用新型专利范围所做的

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属于本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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