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540907.7

(22)申请日 2021.05.18

(71)申请人 江苏力德尔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226010 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开发区吉

庆路29号

(72)发明人 黄建斌　陈小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钟山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2252

代理人 刘林峰

(51)Int.Cl.

B07C 5/02(2006.01)

B07C 5/34(2006.01)

B07C 5/36(2006.01)

B07C 5/38(2006.01)

 

(54)发明名称

AVI视觉检测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AVI视觉检测机，涉及视觉检

测装置技术领域，包括机体，所述机体上连接有

上料仓、移动平台和机械手，上料仓内设有若干

装有待测产品的第一TRAY盘，机械手将上料仓处

的第一TRAY盘依次转运至移动平台上，移动平台

滑移连接于机体上；机体上连接有用于对第一

TRAY盘内产品正反面进行检测的正面检测机构

和反面检测机构；机体上还连接有翻转机构，翻

转机构将正面检测机构检测完的产品翻转过来；

机体上还连接有输送轨道、分选机构以及搬运装

置，输送轨道上设有补料工位、良品工位和不良

品工位，搬运装置将第二TRAY盘依次搬运至输送

轨道上并输送至补料工位和良品工位上。达到了

提高AVI视觉检测的自动化程度，节约人力、物

力、财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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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机体（1），所述机体（1）上连接有上料仓（2）、

移动平台（3）和机械手（4），上料仓（2）内设有若干装有待测产品的第一TRAY盘（23），机械手

（4）将上料仓（2）处的第一TRAY盘（23）依次转运至移动平台（3）上，移动平台（3）滑移连接于

机体（1）上；

所述机体（1）上连接有用于对第一TRAY盘（23）内产品正反面进行检测的正面检测机构

（5）和反面检测机构（6），正面检测机构（5）和反面检测机构（6）依次位于移动平台（3）移动

路径上；机体（1）上还连接有位于正面检测机构（5）和反面检测机构（6）之间的翻转机构

（7），翻转机构（7）将正面检测机构（5）检测完的产品翻转过来，而后进行反面检测，反面检

测机构（6）检测完的产品放于第二TRAY盘（121）；

所述机体（1）上还连接有输送轨道（8）、分选机构（9）以及搬运装置（84），输送轨道（8）

上设有补料工位（81）、良品工位（82）和不良品工位（83），搬运装置（84）将第二TRAY盘（121）

依次搬运至输送轨道（8）上并输送至补料工位（81）和良品工位（82）上，不良品工位（83）上

预置空TARY盘，分选机构（9）将补料工位（81）和良品工位（82）上的不良品放于不良品工位

（83）上，将补料工位（81）上的良品补充替换到良品工位（82）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上料仓（2）内设有上料平台（21）

和驱动上料平台（21）上下移动的第一驱动机构（22），上料平台（21）上叠放若干装有待测产

品的第一TRAY盘（23）。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平台（3）沿其滑移

方向分布有两个，移动平台（3）滑移方向的两侧皆设置线性模组（31），分别驱动对应的移动

平台（3）滑移。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械手（4）包括上料吸盘

（41）以及驱动上料吸盘（41）沿上下和水平方向滑移的第二驱动机构（42），其水平滑移路径

经过上料仓（2），并经过移动平台（3）的滑移路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正面检测机构（5）包括正面

检测光源（51）以及用于检测的正面检测相机（52），机体（1）上连接有用于驱动正面检测机

构（5）水平滑移的正面微调模组（53），且其滑移方向相交于移动平台（3）的滑移路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翻转机构（7）包括滑移连接

于机体（1）上的滑移座（71），其滑移方向平行于移动平台（3）的滑移路径；滑移座（71）内上

下滑移连接有滑移块，滑移块上转动连接有翻转平台（72），翻转平台（72）绕水平轴转动，翻

转平台（72）上连接有真空吸取件，真空吸取件吸取移动平台（3）上的第一TRAY盘（23）；

所述机体（1）上还连接有空TRAY回收料仓（11），翻转平台（72）吸取第一TRAY盘（23）并

转动180度后，空置的第一TRAY盘（23）回收于空TRAY回收料仓（11）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空TRAY回收料仓（11）底部

设有回收限位块（111），回收限位块（111）的位置包括抵接位和回收位，抵接位挡设于翻转

平台（72）带动第一TRAY盘（23）向上的路径上，回收位离开该路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台上连接有成品TRAY

料仓（12），成品TRAY料仓（12）内设有若干第二TRAY盘（121），第二TRAY盘（121）用于承接正

反检测完毕的产品，成品TRAY料仓（12）底部设有若干可打开的成品限位块（122），第二TRAY

盘（121）堆叠于成品限位块（122）上；搬运装置（84）包括搬运平台（841）以及搬运平台（841）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3231330 A

2



上的搬运吸盘（842），搬运吸盘（842）用于吸取翻转平台（72）上的第二TRAY盘（121），搬运平

台（841）往复运动于翻转平台（72）与输送轨道（8）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补料工位（81）、良品工位

（82）和不良品工位（83）皆包括两侧的侧板和顶升推块（85），顶升推块（85）将对应补料工位

（81）、良品工位（82）或不良品工位（83）上的TRAY盘顶起，侧板上连接用于输送TRAY盘的轨

道皮带（851），输送轨道（8）上连接有用于驱动两侧侧板相互远离或靠近的开合驱动件，良

品工位（82）和不良品工位（83）正下方设有对应的良品料仓（86）和不良品料仓（87）。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AVI视觉检测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良品料仓（86）和不良品料

仓（87）内皆设有上下移动的提升平台（861），TRAY盘叠放于提升平台（86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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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视觉检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视觉检测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涉及AVI视觉检测机。

背景技术

[0002] 挠性电路板，又称软性电路板或柔板，是以聚酯薄膜或聚酰亚胺为基材，通过蚀刻

在铜箔上形成线路而制成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挠曲性的印刷电路。此种电路板可随

意弯曲、折迭，体积小，散热性好，安装方便，冲破了传统互联技术概念；目前，挠性电路板在

航天、军事移动通讯、手提电脑、计算机外设、数字相机等领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运用。

[0003] 而目前的AVI视觉检测多以人工配合高倍率电子显微镜下检测为主，浪费人力、物

力、财力、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AVI视觉检测机，提高了AVI视觉检测的自动化程度，用机器

代替人工，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高效。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AVI视觉检测机，包括机体，所述机体上连接有上料仓、移动平台和机械手，上

料仓内设有若干装有待测产品的第一TRAY盘，机械手将上料仓处的第一TRAY盘依次转运至

移动平台上，移动平台滑移连接于机体上；

所述机体上连接有用于对第一TRAY盘内产品正反面进行检测的正面检测机构和

反面检测机构，正面检测机构和反面检测机构依次位于移动平台移动路径上；机体上还连

接有位于正面检测机构和反面检测机构之间的翻转机构，翻转机构将正面检测机构检测完

的产品翻转过来，而后进行反面检测，反面检测机构检测完的产品放于第二TRAY盘；

所述机体上还连接有输送轨道、分选机构以及搬运装置，输送轨道上设有补料工

位、良品工位和不良品工位，搬运装置将第二TRAY盘依次搬运至输送轨道上并输送至补料

工位和良品工位上，不良品工位上预置空TARY盘，分选机构将补料工位和良品工位上的不

良品放于不良品工位上，将补料工位上的良品补充替换到良品工位内。

[0006] 更进一步地，所述上料仓内设有上料平台和驱动上料平台上下移动的第一驱动机

构，上料平台上叠放若干装有待测产品的第一TRAY盘。

[0007] 更进一步地，所述移动平台沿其滑移方向分布有两个，移动平台滑移方向的两侧

皆设置线性模组，分别驱动对应的移动平台滑移。

[0008] 更进一步地，所述机械手包括上料吸盘以及驱动上料吸盘沿上下和水平方向滑移

的第二驱动机构，其水平滑移路径经过上料仓，并经过移动平台的滑移路径。

[0009] 更进一步地，所述正面检测机构包括正面检测光源以及用于检测的正面检测相

机，机体上连接有用于驱动正面检测机构水平滑移的正面微调模组，且其滑移方向相交于

移动平台的滑移路径。

[0010] 更进一步地，所述翻转机构包括滑移连接于机体上的滑移座，其滑移方向平行于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13231330 A

4



移动平台的滑移路径；滑移座内上下滑移连接有滑移块，滑移块上转动连接有翻转平台，翻

转平台绕水平轴转动，翻转平台上连接有真空吸取件，真空吸取件吸取移动平台上的第一

TRAY盘；

所述机体上还连接有空TRAY回收料仓，翻转平台吸取第一TRAY盘并转动180度后，

空置的第一TRAY盘回收于空TRAY回收料仓中。

[0011] 更进一步地，所述空TRAY回收料仓底部设有回收限位块，回收限位块的位置包括

抵接位和回收位，抵接位挡设于翻转平台带动第一TRAY盘向上的路径上，回收位离开该路

径。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机台上连接有成品TRAY料仓，成品TRAY料仓内设有若干第二

TRAY盘，第二TRAY盘用于承接正反检测完毕的产品，成品TRAY料仓底部设有若干可打开的

成品限位块，第二TRAY盘堆叠于成品限位块上；搬运装置包括搬运平台以及搬运平台上的

搬运吸盘，搬运吸盘用于吸取翻转平台上的第二TRAY盘，搬运平台往复运动于翻转平台与

输送轨道之间。

[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补料工位、良品工位和不良品工位皆包括两侧的侧板和顶升推

块，顶升推块将对应补料工位、良品工位或不良品工位上的TRAY盘顶起，侧板上连接用于输

送TRAY盘的轨道皮带，输送轨道上连接有用于驱动两侧侧板相互远离或靠近的开合驱动

件，良品工位和不良品工位正下方设有对应的良品料仓和不良品料仓。

[0014] 更进一步地，所述良品料仓和不良品料仓内皆设有上下移动的提升平台，TRAY盘

叠放于提升平台上。

[0015]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包括产品上料执行机构，正面检测执行机构、反面检测执行机构、分选执行机构、

视觉图像采集及处理系统，其一体机占地小，自动化程度高，有效降低了成本，减少人员操

作的动作，增加效率，模块化的设计使得其调节操作方便快捷。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中上料仓和移动平台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中正面检测机构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中反面检测机构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中空TRAY回收料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中成品TRAY料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7是本发明中搬运平台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8是本发明中输送轨道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图9是本发明中轨道皮带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中，1、机体；11、空TRAY回收料仓；111、回收限位块；12、成品TRAY料仓；121、第二

TRAY盘；122、成品限位块；123、限位气缸；2、上料仓；21、上料平台；22、第一驱动机构；23、第

一TRAY盘；3、移动平台；31、线性模组；4、机械手；41、上料吸盘；42、第二驱动机构；5、正面检

测机构；51、正面检测光源；52、正面检测相机；53、正面微调模组；6、反面检测机构；61、反面

检测光源；62、反面检测相机；63、反面微调模组；7、翻转机构；71、滑移座；72、翻转平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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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轨道；81、补料工位；82、良品工位；83、不良品工位；84、搬运装置；841、搬运平台；842、

搬运吸盘；85、顶升推块；851、轨道皮带；852、承载支架；853、轨道开合气缸；854、支架开合

气缸；86、良品料仓；861、提升平台；87、不良品料仓；9、分选机构；91、分选执行模组；92、分

选吸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

的限制。

[0019] 一种AVI视觉检测机，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机体1，机体1上连接有上料仓2、移动

平台3和机械手4，上料仓2内设有若干装有待测产品的第一TRAY盘23，机械手4将上料仓2处

的第一TRAY盘23依次转运至移动平台3上，移动平台3沿机体1长度方向滑移连接于机体1

上。

[0020] 如图2所示，上料仓2位于机体1工作台下方，其外周设有限位框，第一TRAY盘23放

置于限位框内，上料仓2内设有上料平台21、驱动上料平台21沿竖直方向上下移动的第一驱

动机构22，上料平台21上叠放若干装有待测产品的第一TRAY盘23；

第一驱动机构22为固定于机体1上的丝杆提升机构，包括电机驱动转动的丝杆和

四根导向杆，导向杆贯通上料平台21以导向其上下滑移，丝杆螺纹连接于上料平台21中以

驱动其上下滑移；

上料仓内顶部还连接有4块气缸驱动的隔块，隔块插入最上方与第二块第一TRAY

盘23之间，以防止TRAY盘之间的粘黏而导致下方TRAY盘位置变化。

[0021] 如图2所示，移动平台3沿其滑移方向分布有两个，移动平台3滑移方向的两侧皆设

置线性模组31（伺服模组），分别驱动对应的移动平台3滑移。

[0022] 如图2所示，机械手4包括上料吸盘41以及驱动上料吸盘41沿上下和水平方向滑移

的第二驱动机构42，其水平滑移路径经过上料仓2，并经过两移动平台3的滑移路径。本实施

例中，上料仓2位于移动平台3一侧，机械手4水平滑移方向垂直于移动平台3的滑移方向，第

二驱动机构42包括固定于机体1上的水平模组，水平模组连接竖直模组并驱动其水平移动，

竖直模组连接上料吸盘41并驱动其上下移动。

[0023] 如图1所示，机体1上连接有用于对第一TRAY盘23内产品正反面进行检测的正面检

测机构5和反面检测机构6，正面检测机构5和反面检测机构6依次位于移动平台3移动路径

上；机体1上还连接有位于正面检测机构5和反面检测机构6之间的翻转机构7，翻转机构7将

正面检测机构5检测完的产品翻转过来，而后进行反面检测，反面检测机构6检测完的产品

放于第二TRAY盘121。

[0024] 如图3所示，正面检测机构5包括正面检测光源51以及用于检测的正面检测相机

52，机体1上连接有用于驱动正面检测机构5水平滑移的正面微调模组53，且其滑移方向垂

直于移动平台3的滑移路径，正面微调模组53上连接有竖直模组，竖直模组上连接正面检测

光源51和正面检测相机52，并驱动两者上下滑移，以适用于不同的产品，调整照相的上下左

右位置。

[0025] 如图4和图5所示，翻转机构7包括滑移连接于机体1上的滑移座71，其滑移方向平

行于移动平台3的滑移路径，滑移座71内设有竖直的丝杆以及滑移块，丝杆驱动滑移块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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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移，滑移块上转动连接有翻转平台72以及驱动翻转平台72转动的电机，翻转平台72绕水

平轴转动，翻转平台72上连接有真空吸取件，真空吸取件吸取移动平台3上的第一TRAY盘

23；

本实施例中，滑移座71与移动平台3皆通过一对线性模组31驱动滑移，每个线性模

组31上的翻转平台72移动至该侧的移动平台3上方后，向下吸取该其上的第一TRAY盘23，而

后向上并翻转即可；其也可以另外设置一对直线模组驱动滑移座71滑移，以更好的避免与

移动平台3之间的干涉。

[0026] 如图4所示，反面检测机构6包括反面检测光源61以及用于检测的反面检测相机

62，机体1上连接有用于驱动反面检测机构6水平滑移的反面微调模组63，且其滑移方向垂

直于移动平台3的滑移路径，反面微调模组63上连接有竖直模组，竖直模组上连接反面检测

光源61和反面检测相机62，并驱动两者上下滑移。

[0027] 如图5所示，机体1上还连接有空TRAY回收料仓11，正面检测结束后，翻转平台72吸

取第一TRAY盘23并转动180度，产品落入翻转平台72，空置的第一TRAY盘23向上回收于空

TRAY回收料仓11中。

[0028] 如图5所示，空TRAY回收料仓11底部设有4个来回摆动的回收限位块111，回收限位

块111的位置包括抵接位和回收位，回收限位块111底部内侧设有倒角，以便于空置的第一

TRAY盘23将限位块向外推开至回收位；抵接位为常态平衡位，以便于回收限位块111在重力

作用下复位，回收限位块111先旋转后在重力作用下摆正，使其位于抵接位并挡设于翻转平

台72带动第一TRAY盘23向上的路径上，回收位离开该路径；其亦可直接通过气缸驱动回收

限位块111的伸出和收缩。

[0029] 如图6所示，机台上连接有成品TRAY料仓12，成品TRAY料仓12内设有若干第二TRAY

盘121，第二TRAY盘121用于承接正反检测完毕的产品，成品TRAY料仓12底部设有4个可打开

的成品限位块122以及驱动成品限位块122伸缩的限位气缸123，预先将若干第二TRAY盘121

堆叠于伸出的成品限位块122上，以便于翻转平台72取用。

[0030] 如图7和图8所示，机体1上还连接有输送轨道8、分选机构9以及搬运装置84，输送

轨道8上设有补料工位81、良品工位82和不良品工位83，搬运装置84将第二TRAY盘121依次

搬运至输送轨道8上，并输送至补料工位81和良品工位82上，不良品工位83上预置空TARY

盘，分选机构9将补料工位81和良品工位82上的不良品放于不良品工位83上，将补料工位81

上的良品补充替换到良品工位82内。

[0031] 如图7所示，搬运装置84包括搬运平台841以及搬运平台841上的搬运吸盘842，搬

运吸盘842用于吸取翻转平台72上的第二TRAY盘121，搬运平台841往复运动于翻转平台72

与输送轨道8之间，本实施例中，搬运装置84包括固定于机体上的水平模组，水平模组垂直

于线性模组31，水平模组上连接并驱动滑块，滑块另一侧连接竖直模组，竖直模组顶部连接

搬运平台841，并上下滑移于滑块上。

[0032] 如图8所示，分选机构9包括分选吸头92和用于驱动分选吸头92沿X、Y、Z轴移动的

分选执行模组91，分选执行模组91包括X、Y、Z轴模组，X轴模组固定于机体1上，其平行于滑

移座71滑移方向，X轴模组连接并驱动Y轴模组水平滑移，Y轴模组垂直于滑移座71滑移方

向，Y轴模组连接并驱动Z轴模组水平滑移，Z轴模组上下设置，Z轴模组连接并驱动分选吸头

92上下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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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如图9所示，补料工位81、良品工位82和不良品工位83皆包括两侧的侧板和顶升推

块85，侧板内侧还连接用于输送TRAY盘的轨道皮带851，顶升推块85位于侧板内侧并通过侧

板内侧上固定的气缸驱动上下，其顶部抵接有承载支架852，承载支架852伸入侧板内侧并

抵接于轨道皮带851上侧以承载第二TRAY盘121，并将对应补料工位81、良品工位82或不良

品工位83上的TRAY盘托住；

输送轨道8上连接有用于驱动两侧侧板相互远离或靠近的开合驱动件（轨道开合

气缸853），良品工位82和不良品工位83正下方设有对应的良品料仓86和不良品料仓87；

本实施例中，轨道开合气缸853顶部固定有支架开合气缸854，支架开合气缸854输

出端连接承载支架852，支架开合气缸854输出端连接T形块，承载支架852内侧连接相适配

的竖直的T形槽，其顶端封闭，以便于通过支架开合气缸854驱动承载支架852开合的同时，

不影响顶升推块85推动承载支架852向上；

为了方便顶升推块85的顶升动作，避免过多的干涉或让位，轨道开合气缸853顶部

还固定有托举气缸，托举气缸输出端连接托块，顶升推块85将承载支架852顶起后，托举气

缸伸出，驱动托块托住TRAY盘或承载支架852，顶升推块85下降；其亦可直接通过顶升推块

85顶升TRAY盘，将承载支架852固定于支架开合气缸854输出端，使承载支架852在顶升推块

85顶升TRAY盘后直接托住TRAY盘。

[0034] 如图8所示，良品料仓86和不良品料仓87包括料框，料框一侧铰接以便于打开取出

TRAY盘，料框内皆设有上下移动的提升平台861，提升平台861结构同第一驱动机构22，TRAY

盘叠放于提升平台861上。良品工位82或不良品工位83满盘后，丝杆提升平台861向上运动

先托住第二TRAY盘121，承载支架852通过支架开合气缸854分开后，第二TRAY盘121继续向

下回收至良品料仓86或不良品料仓87。

[0035] 工作流程：

1.人工将一叠装满待测产品的第一TRAY盘23放置到上料仓2的上料平台21上，第

一驱动机构22（即丝杆提升机构）将第一TRAY盘23提升至上料吸盘41位置；

2.执行TRAY上料；

上料吸盘41吸取装满产品的第一TRAY盘23经第二驱动机构42（即伺服模组）搬运

至移动平台3；

3.正面检测；

移动平台3在线性模组31的带动下经过正面检测相机52，在相机微调模组、正面检

测光源51的配合下完成正面检测；

4.反面检测；

翻转平台72真空移动平台3上的第一TRAY盘23，翻转平台72和第一TRAY盘23整体

旋转180度，此时第一TRAY盘23内的产品落料至翻转平台72，翻转平台72向上运动，4个来回

摆动的回收限位块111先旋转后在重力作用下摆正后，空的第一TRAY盘23承载在空TRAY回

收料仓11的4个回收限位块111上；下一个空的第一TRAY盘23从下方继续上叠；

翻转平台72在线性模组31的带动下经过反面检测相机62，在相机微调模组、反面

检测光源61的配合下完成反面检测；

翻转平台72真空吸取成品TRAY料仓12中的第二TRAY盘121，4个成品限位块122在4

个限位气缸123的作用下张开，第二TRAY盘121下降一厚度差，4个限位气缸123复位，使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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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成品限位块122托住倒数第二个第二TRAY盘121，完成第二TRAY盘121的分离；

之后第二TRAY盘121和翻转平台72整体旋转180度，此时翻转平台72内的产品落料

至第二TRAY盘121中，

5.执行第二TRAY盘121转移至输送轨道8；

搬运吸盘842吸取成品第二TRAY盘121经搬运平台841转移至输送轨道8后，轨道开

合气缸853驱动侧板连带轨道皮带851合并，第二TRAY盘121落在轨道皮带851上；

6.产品分选；

初始状态，人工在不良品工位83放置一空TARY盘；

设备运转，首个第二TRAY盘121经轨道皮带851向右运动至补料工位81，补料工位

81轨道两侧的顶升推块85上顶，承载支架852运动将第二TRAY盘121托住（此时第二TRAY盘

121下方的轨道仍可以流动），而后驱动托块托住TRAY盘，顶升推块85下降；

第二个第二TRAY盘121经轨道皮带851向右运动至良品工位82，良品工位82轨道两

侧的顶升推块85上顶，承载支架852运动将第二TRAY盘121托住，托举气缸伸出，驱动托块托

住TRAY盘，顶升推块85下降，使第二TRAY盘121流转满足从左向右；

分选执行模组91的分选吸头92，将补料工位81中的不良品搬运至不良品工位83，

用补料工位81中的良品替换良品工位82内的不良品，良品工位82内的不良品搬运至不良品

工位83；

良品工位82或不良品工位83满盘后，侧板在轨道开合气缸853驱动下打开，丝杆提

升平台861向上运动先托于第二TRAY盘121下方，承载支架852和托块向外打开，丝杆提升平

台861带动第二TRAY盘121继续向下回收至对应的良品料仓86或不良品料仓87；

7.人工将一叠良品TRAY及不良品TRAY分别从良品料仓86和不良品料仓87中取出。

[003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不用于限制本发明，本领域技术人员可

以在本发明的实质和保护范围内，对本发明做出各种修改或等同替换，这种修改或等同替

换也应视为落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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