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309925.7

(22)申请日 2019.04.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13710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8.16

(73)专利权人 温岭市东菱电机有限公司

地址 317500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泽国镇

坭桥村泽楚路688号

(72)发明人 祁金发　

(74)专利代理机构 蓝天知识产权代理(浙江)有

限公司 33229

代理人 张洪敏

(51)Int.Cl.

H01L 21/67(2006.01)

审查员 陈颂杰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

机，其结构包括加工箱、防护门、操作机台、下机

箱、支柱，加工箱竖直电焊在下机箱的上方，操作

机台通过铆钉锁紧在下机箱的前方，能通过延伸

管、吊柱使整个注胶管垂到每个引脚的顶部，再

通过对点头直接接触引脚，使经过囊括柱这样一

道缝隙输送胶液，让整个引脚被均匀的覆盖满的

同时不会粘黏到周围的其他引脚，让引脚的封胶

更加的安全紧密，能经过下封管、顺导道注入胶

液，让夹持柄固定住每个引脚与芯片壳的连接位

置，使其中不留缝隙，再让胶液通过各个方向的

注射端将胶液均匀的挤入，使胶液将连接位置完

全的密封住，引脚与芯片壳连接的更紧密，更加

的安全不容易被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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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其结构包括加工箱(1)、防护门(2)、操作机台(3)、下

机箱(4)、支柱(5)，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工箱(1)竖直固定在下机箱(4)的上方，所述操作机

台(3)安装在下机箱(4)的前方，所述防护门(2)装设在加工箱(1)的表面，所述支柱(5)设有

四个并且垂直设于下机箱(4)的下方；所述加工箱(1)由推进龙头(11)、注胶筒(12)、烘干枪

(13)、架物台(14)组成，所述架物台(14)安设在下机箱(4)的上方，所述烘干枪(13)设有两

个并且位于架物台(14)上方的左右两端，所述注胶筒(12)设于架物台(14)的上方，所述推

进龙头(11)螺纹连接在注胶筒(12)的上方；所述注胶筒(12)由边缘注胶片(121)、中心输胶

管(122)、无极调节机组(123)组成，所述中心输胶管(122)装设在推进龙头(11)的下方，所

述无极调节机组(123)活动连接在中心输胶管(122)的外表面，所述边缘注胶片(121)设有

四个并且机械连接在无极调节机组(123)的上下左右；所述边缘注胶片(121)设有四个，上

端的边缘注胶片(121)由对点扎管(1211)、封边架(1212)、对焦片(1213)组成，所述对焦片

(1213)活动连接在无极调节机组(123)的上方，所述封边架(1212)装设在对焦片(1213)的

上方，所述对点扎管(1211)安装在封边架(1212)的上方；所述无极调节机组(123)由调节杆

(1231)、液压腔(1232)、角控制机(1233)、过渡腔(1234)组成，所述过渡腔(1234)环绕在中

心输胶管(122)的外表面，所述角控制机(1233)设有四个并且焊接在过渡腔(1234)的外表

面，所述液压腔(1232)嵌套在角控制机(1233)的外表面，所述调节杆(1231)设有四个并且

垂直固设在液压腔(1232)的上下左右；所述对点扎管(1211)由上封管(12111)、延伸管

(12112)、吊柱(12113)、对点头(12114)、囊括柱(12115)组成，所述上封管(12111)插嵌在吊

柱(12113)的内部，所述延伸管(12112)胶连接在上封管(12111)的右侧，所述吊柱(12113)

固定在延伸管(12112)的下方，所述对点头(12114)设于吊柱(12113)的下方，所述囊括柱

(12115)安装在对点头(12114)内部的中心；所述封边架(1212)由下封管(12121)、顺导道

(12122)、夹持柄(12123)、注射端(12124)组成，所述下封管(12121)紧贴在上封管(12111)

的下方，所述顺导道(12122)设有两个以上并且垂直固定在下封管(12121)的下方，所述夹

持柄(12123)连接在顺导道(12122)的底部，所述注射端(12124)设有两个以上并且嵌在夹

持柄(12123)的内部；

对点扎管(1211)通过对点头(12114)尖端设计和内部囊括柱(12115)，对点头(12114)

的尖端刚好接触到引脚的顶部，点对点接触更加的精准，内部囊括柱(12115)的开口小，使

冲出的胶液不会扩散，而是直接在引脚上进行扩散，不会粘结到周围的引脚，设置延伸管

(12112)具有一定的曲度，在注入一段时间可以进行弯曲，使引脚的前端到后端都能较为均

匀的被覆盖；通过封边架(1212)上夹持柄(12123)的凹型结构能够将引脚紧密夹持，夹持柄

(12123)上的注射端(12124)从多方向填充胶液，提高了胶液的粘结效果；对半导体芯片进

行喷胶时将其固定在架物台(14)上固定住，再让推进龙头(11)推进到架物台(14)的上方，

通过推进龙头(11)开始灌注胶液，并通过夹持柄(12123)将每个引脚夹持住，启动角控制机

(1233)，让角控制机(1233)带动液压腔(1232)推动调节杆(1231)开始进行扩张，让对焦片

(1213)展开后经过中心输胶管(122)输出胶液，分别经过上封管(12111)、下封管(12121)进

入，先通过下封管(12121)均匀流入顺导道(12122)中，经过夹持柄(12123)的注射端

(12124)输出胶液，再经过上封管(12111)的延伸管(12112)进入吊柱(12113)，吊柱(12113)

传输到对点头(12114)的囊括柱(12115)上，喷胶完成后通过烘干枪(13)进行烘干，让其喷

胶速度快效果好。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137106 B

2



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半导体加工设备，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

背景技术

[0002] 半导体芯片是通过半导体材料经过一系列流程制取出来的一种芯片，其多为正方

形或者长方形，根据可实现功能的不同大小也相应的不同，在一些智能设备上经常出现，但

是半导体材料表面在进行封胶的时候由于其引脚和导柱过多，较为的麻烦，目前技术考虑

不全面，具有以下弊端：

[0003] 在半导体的边缘引脚进行封胶的时候，其引脚之间的间隙过小，在封胶进行的时

候胶液容易沾染到一起，导致两个引脚之间不互通，芯片无法正常输入输出。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以

解决在半导体的边缘引脚进行封胶的时候，其引脚之间的间隙过小，在封胶进行的时候胶

液容易沾染到一起，导致两个引脚之间不互通，芯片无法正常输入输出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如下的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

的喷胶机，其结构包括加工箱、防护门、操作机台、下机箱、支柱，所述加工箱竖直电焊在下

机箱的上方，所述操作机台通过铆钉锁紧在下机箱的前方，所述防护门通过铰链铰接在加

工箱的表面，所述支柱设有四个并且垂直焊接下机箱下方的四个角。

[0006] 为优化上述技术方案，进一步采取的措施为：

[0007]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加工箱由推进龙头、注胶筒、烘干枪、架物台组成，所述

架物台通过铆钉锁紧在下机箱的上方，所述烘干枪设有两个并且位于架物台上方的左右两

端，所述注胶筒设于架物台的上方并且装设在两个烘干枪的中间，所述推进龙头螺纹连接

在注胶筒的上方。

[0008]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注胶筒由边缘注胶片、中心输胶管、无极调节机组组

成，所述中心输胶管胶连接在推进龙头的下方，所述无极调节机组活动连接在中心输胶管

的外表面，所述边缘注胶片设有四个并且机械连接在无极调节机组的上下左右。

[0009]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边缘注胶片设有四个，上端的边缘注胶片由对点扎管、

封边架、对焦片组成，所述对焦片活动连接在无极调节机组的上方，所述封边架紧贴在对焦

片的上方并且互相贯通，所述对点扎管电焊在封边架的上方并且互相贯通。

[0010]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无极调节机组由调节杆、液压腔、角控制机、过渡腔组

成，所述过渡腔环绕胶连接在中心输胶管的外表面并且轴心共线，所述角控制机设有四个

并且焊接在过渡腔的外表面，所述角控制机与过渡腔构成正方形结构，所述液压腔嵌套在

角控制机的外表面，所述调节杆设有四个并且垂直机械连接在液压腔的上下左右。

[0011]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对点扎管由上封管、延伸管、吊柱、对点头、囊括柱组

成，所述上封管插嵌在吊柱的内部并且互相贯通，所述延伸管胶连接在上封管的右侧，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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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柱螺纹连接在延伸管的下方，所述对点头焊接吊柱的下方，所述囊括柱锁紧在对点头内

部的中心。

[0012] 根据一种可实施方式，所述封边架由下封管、顺导道、夹持柄、注射端组成，所述下

封管紧贴在上封管的下方并且长度相等，所述顺导道设有两个以上并且垂直焊接在下封管

的下方，所述夹持柄损了连接在顺导道的底部并且互相贯通，所述注射端设有两个以上并

且等距均匀的嵌在夹持柄的内部。

[0013] 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设计合理，功能性强，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通过设有的对点扎管，能通过延伸管、吊柱使整个注胶管垂到每个引脚的

顶部，再通过对点头直接接触引脚，使经过囊括柱这样一道缝隙输送胶液，让整个引脚被均

匀的覆盖满的同时不会粘黏到周围的其他引脚，让引脚的封胶更加的安全紧密。

[0016] 本发明通过设有的封边架，能经过下封管、顺导道注入胶液，让夹持柄固定住每个

引脚与芯片壳的连接位置，使其中不留缝隙，再让胶液通过各个方向的注射端将胶液均匀

的挤入，使胶液将连接位置完全的密封住，引脚与芯片壳连接的更紧密，更加的安全不容易

被折断。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的附图作详

细地介绍，以此让本发明的其它特征、目的和优点将会变得更明显：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加工箱内部平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注胶筒俯视静止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注胶筒俯视调节展开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对点扎管详细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封边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加工箱1、防护门2、操作机台3、下机箱4、支柱5、推进龙头11、注胶

筒12、烘干枪13、架物台14、边缘注胶片121、中心输胶管122、无极调节机组123、对点扎管

1211、封边架1212、对焦片1213、调节杆1231、液压腔1232、角控制机1233、过渡腔1234、上封

管12111、延伸管12112、吊柱12113、对点头12114、囊括柱12115、下封管12121、顺导道

12122、夹持柄12123、注射端1212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6]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半导体加工的喷胶机：其结构包括加工箱1、防护

门2、操作机台3、下机箱4、支柱5，所述加工箱1竖直电焊在下机箱4的上方，所述操作机台3

通过铆钉锁紧在下机箱4的前方，所述防护门2通过铰链铰接在加工箱1的表面，所述支柱5

设有四个并且垂直焊接下机箱4下方的四个角。

[0027] 请参阅图2，所述加工箱1由推进龙头11、注胶筒12、烘干枪13、架物台14组成，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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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物台14通过铆钉锁紧在下机箱4的上方，所述烘干枪13设有两个并且位于架物台14上方

的左右两端，所述注胶筒12设于架物台14的上方并且装设在两个烘干枪13的中间，所述推

进龙头11螺纹连接在注胶筒12的上方，烘干枪13能在封胶完成后进行迅速的烘干，使胶液

更加的坚固，架物台14底部具有吸附的作用，能让进行加工芯片在注胶的时候不会跑空，使

注胶的部位更加的精确。

[0028] 请参阅图3，所述注胶筒12由边缘注胶片121、中心输胶管122、无极调节机组123组

成，所述中心输胶管122胶连接在推进龙头11的下方，所述无极调节机组123活动连接在中

心输胶管122的外表面，所述边缘注胶片121设有四个并且机械连接在无极调节机组123的

上下左右，边缘注胶片121设有四片正好与芯片的外形结构相同，更贴近芯片的形状更方面

其契合各个部位。

[0029] 请参阅图4，所述边缘注胶片121设有四个，上端的边缘注胶片121由对点扎管

1211、封边架1212、对焦片1213组成，所述对焦片1213活动连接在无极调节机组123的上方，

所述封边架1212紧贴在对焦片1213的上方并且互相贯通，所述对点扎管1211电焊在封边架

1212的上方并且互相贯通，对点扎管1211的内部可进行封闭，在对只有两边有引脚的芯片

时可以关闭另外两边的机构，防止造成材料的浪费。

[0030] 请参阅图4，所述无极调节机组123由调节杆1231、液压腔1232、角控制机1233、过

渡腔1234组成，所述过渡腔1234环绕胶连接在中心输胶管122的外表面并且轴心共线，所述

角控制机1233设有四个并且焊接在过渡腔1234的外表面，所述角控制机1233与过渡腔1234

构成正方形结构，所述液压腔1232嵌套在角控制机1233的外表面，所述调节杆1231设有四

个并且垂直机械连接在液压腔1232的上下左右，四个角控制机1233分别控制四个调节杆

1231，使其驱动的距离大小，让整个装置构成的形状每次都为正方形，更加的精确。

[0031] 请参阅图5，所述对点扎管1211由上封管12111、延伸管12112、吊柱12113、对点头

12114、囊括柱12115组成，所述上封管12111插嵌在吊柱12113的内部并且互相贯通，所述延

伸管12112胶连接在上封管12111的右侧，所述吊柱12113螺纹连接在延伸管12112的下方，

所述对点头12114焊接吊柱12113的下方，所述囊括柱12115锁紧在对点头12114内部的中

心，对点头12114的尖端刚好接触到引脚的顶部，点对点接触更加的精准，内部囊括柱12115

的开口小，使冲出的胶液不会扩散，而是直接在引脚上进行扩散，不会粘结到周围的引脚，

延伸管12112有一定的曲度，在注入一段时间可以进行弯曲，使引脚的前端到后端都能较为

均匀的被覆盖。

[0032] 请参阅图6，所述封边架1212由下封管12121、顺导道12122、夹持柄12123、注射端

12124组成，所述下封管12121紧贴在上封管12111的下方并且长度相等，所述顺导道12122

设有两个以上并且垂直焊接在下封管12121的下方，所述夹持柄12123损了连接在顺导道

12122的底部并且互相贯通，所述注射端12124设有两个以上并且等距均匀的嵌在夹持柄

12123的内部，夹持柄12123的凹型结构能与每个引脚夹持住并且紧贴住，让引脚与芯片壳

更加的紧密，环绕的注射端12124更是多方向填喂胶液，使粘结效果更好。

[0033] 当需要对半导体芯片进行喷胶时，将其固定在架物台14上固定住，再让推进龙头

11推进到架物台14的上方，通过推进龙头11开始灌注胶液，并通过夹持柄12123将每个引脚

夹持住，启动角控制机1233，让角控制机1233带动液压腔1232推动调节杆1231开始进行扩

张，让对焦片1213展开，展开后形成的形状大小与加工的半导体芯片相同，后经过中心输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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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22输出胶液，分别经过上封管12111、下封管12121进入，先通过下封管12121均匀流入顺

导道12122中，经过夹持柄12123的注射端12124输出胶液，让引脚与连接位置固定好，再经

过上封管12111的延伸管12112进入吊柱12113，吊柱12113传输到对点头12114的囊括柱

12115上，均匀的涂抹到引脚上，喷胶完成后通过烘干枪13进行烘干，让其快速的干胶，喷胶

速度快效果好。

[0034] 本发明通过上述部件的互相组合，能通过延伸管12112、吊柱12113使整个注胶管

垂到每个引脚的顶部，再通过对点头12114直接接触引脚，使经过囊括柱12115这样一道缝

隙输送胶液，让整个引脚被均匀的覆盖满的同时不会粘黏到周围的其他引脚，让引脚的封

胶更加的安全紧密，能经过下封管12121、顺导道12122注入胶液，让夹持柄12123固定住每

个引脚与芯片壳的连接位置，使其中不留缝隙，再让胶液通过各个方向的注射端12124将胶

液均匀的挤入，使胶液将连接位置完全的密封住，引脚与芯片壳连接的更紧密，更加的安全

不容易被折断。

[003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作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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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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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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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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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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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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