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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

设备，包括机台及装配于机台的第一料盘输送

线、第二料盘输送线、进出台、工件输送线、工件

转移机构和工件下料机构。第一料盘输送线与第

二料盘输送线呈一左一右布置；进出台位于第一

料盘输送线与第二料盘输送线之间，进出台可沿

机台的前后方向相对机台滑移而具有进入位置

和退出位置；工件输送线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与

进出台之间；工件转移机构将被第一料盘输送线

所输送来的第一料盘上的工件转移至退出位置

的进出台上，工件转移机构还将退出位置的进出

台上的工件转移至工件输送线；工件下料机构将

工件输送线所输送来的工件转移至被第二料盘

输送线所输来的第二料盘上；以达到布置合理且

效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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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包括机台及装配于所述机台上的第一料盘输送线、

第二料盘输送线、进出台、工件输送线、工件转移机构和工件下料机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料盘输送线沿所述机台的左右方向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呈一左一右的隔开布置，所述

第一料盘输送线和第二料盘输送线还沿所述机台的前后方向延伸，所述进出台沿所述机台

的左右方向位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间，所述进出台可沿所述机

台的前后方向相对所述机台滑移而具有一进入位置和一退出位置，所述工件输送线沿所述

机台的左右方向延伸并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与所述进出台之间，所述工件转移机构将

被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的第一料盘上的工件转移至处于所述退出位

置的进出台上，所述工件转移机构还将处于所述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的工件转移至所述工

件输送线，所述工件下料机构将所述工件输送线所输送来的工件转移至被所述第二料盘输

送线所输送至下料位置时的第二料盘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装配于所述机

台的NG收料线，所述NG收料线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与进出台之间，所述NG收料线还位

于所述工件输送线的后侧，所述NG收料线将所述工件输送线所输送的NG工件取走并收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件输送线的左

端还延伸至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正上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出台包含前后

驱动器及沿所述机台前方向后隔开布置的工件装夹台和工件缓存台，所述工件缓存台位于

所述工件装夹台的前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件转移机构包

含龙门架及装配于所述龙门架的第一转移机械手和第二转移机械手，所述龙门架沿所述机

台的左右方向从上方横跨所述进出台，所述龙门架还位于所述工件输送线的前方，所述第

一转移机械手位于所述第二转移机械手的右侧，所述第一转移机械手将被所述第一料盘输

送线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的第一料盘上的工件转移至处于所述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所述

第二转移机械手将处于所述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的工件转移至所述工件输送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架的右端还

延伸至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的正上方。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转移机械手

和第二转移机械手各包含横移电机、横移座及装配于所述横移座的可升降的真空吸头组

件，所述横移座沿所述机台的左右方向滑设于所述龙门架，所述横移电机装配于所述横移

座或龙门架，所述横移电机驱使所述横移座连同所述真空吸头组件一起于所述龙门架上横

移。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件下料机构包

含承载立架、前后驱动器、前后滑座及装配于所述前后滑座的可升降的真空吸头组件，所述

承载立架装配于所述机台并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左侧的旁边，所述前后滑座位于所

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上方并沿所述机台的前后方向滑设于所述承载立架，所述真空吸头组

件悬置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正上方。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

之上料端位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之下料端的前方，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下料端位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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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上料端的前方；或者，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之上料端位于所述第一料

盘输送线之下料端的后方，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下料端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上料

端的后方。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装配于所述

机台的第一分盘机构、第一叠盘机构、第二分盘机构和第二叠盘机构，所述第一分盘机构位

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的上料端处，所述第一分盘机构用于将层状堆叠的第一料盘层中的

每个第一料盘依次向下放置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的上料端上，所述第一叠盘机构位于所

述第一料盘输送线的下料端处，所述第一叠盘机构用于将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所输送来的

第一料盘向上堆叠，所述第二分盘机构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上料端处，所述第二分

盘机构用于将层状堆叠的第二料盘层中的每个第二料盘依次向下放置于所述第二料盘输

送线的上料端上，所述第二叠盘机构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下料端处，所述第二叠盘

机构用于将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所输送来的第二料盘向上堆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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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工件上下料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电子产品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应用，对盖板玻璃生产的效率和品质要求也越来

越高。

[0003] 其中，在玻璃的检测过程中，离不开玻璃从第一种料盘抓走并放入检测机(例如

ISRA检测机)进行检测，当检测完成后，需要将检测机中的玻璃转移至第二种料盘中进行存

放，以满足后续的工艺要求。

[0004] 但是，在玻璃从第一种料盘上转移至检测机，再从检测机转移到第二种料盘的过

程中，一般由人工负责上下料，当然，也有上下料设备负责上下料；而在上下料设备中，由于

其布置不合理，影响到生产效率、速度的提升及品质的稳定性，增加了运营成本。

[0005] 另，对于除玻璃外的其他工件来说，负责检测机上下料的上下料设备同样存在上

述的缺陷。

[0006] 因此，急需要一种布置合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

料设备来克服上述的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布置合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的检

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包括机台及装配于所述

机台上的第一料盘输送线、第二料盘输送线、进出台、工件输送线、工件转移机构和工件下

料机构。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沿所述机台的左右方向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呈一左一右的

隔开布置，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和第二料盘输送线还沿所述机台的前后方向延伸；所述进

出台沿所述机台的左右方向位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间，所述进

出台可沿所述机台的前后方向相对所述机台滑移而具有一进入位置和一退出位置；所述工

件输送线沿所述机台的左右方向延伸并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与所述进出台之间，所述

工件转移机构将被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的第一料盘上的工件转移至

处于所述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所述工件转移机构还将处于所述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的工

件转移至所述工件输送线；所述工件下料机构将所述工件输送线所输送来的工件转移至被

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所输送至下料位置时的第二料盘上。

[0009] 较佳地，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还包括装配于所述机台的NG收料

线，所述NG收料线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与进出台之间，所述NG收料线还位于所述工件

输送线的后侧，所述NG收料线将所述工件输送线所输送的NG工件取走并收集。

[0010] 较佳地，所述工件输送线的左端还延伸至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正上方。

[0011] 较佳地，所述进出台包含前后驱动器及沿所述机台前方向后隔开布置的工件装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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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工件缓存台，所述工件缓存台位于所述工件装夹台的前方。

[0012] 较佳地，所述工件转移机构包含龙门架及装配于所述龙门架的第一转移机械手和

第二转移机械手，所述龙门架沿所述机台的左右方向从上方横跨所述进出台，所述龙门架

还位于所述工件输送线的前方，所述第一转移机械手位于所述第二转移机械手的右侧，所

述第一转移机械手将被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的第一料盘上的工件转

移至处于所述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所述第二转移机械手将处于所述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

的工件转移至所述工件输送线。

[0013] 较佳地，所述龙门架的右端还延伸至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的正上方。

[0014] 较佳地，所述第一转移机械手和第二转移机械手各包含横移电机、横移座及装配

于所述横移座的可升降的真空吸头组件，所述横移座沿所述机台的左右方向滑设于所述龙

门架，所述横移电机装配于所述横移座或龙门架，所述横移电机驱使所述横移座连同所述

真空吸头组件一起于所述龙门架上横移。

[0015] 较佳地，所述工件下料机构包含承载立架、前后驱动器、前后滑座及装配于所述前

后滑座的可升降的真空吸头组件，所述承载立架装配于所述机台并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

线的左侧的旁边，所述前后滑座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上方并沿所述机台的前后方向

滑设于所述承载立架，所述真空吸头组件悬置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正上方。

[0016] 较佳地，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之上料端位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之下料端的前

方，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下料端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上料端的前方；或者，所述第

一料盘输送线之上料端位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之下料端的后方，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

下料端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之上料端的后方。

[0017] 较佳地，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还包括装配于所述机台的第一分

盘机构、第一叠盘机构、第二分盘机构和第二叠盘机构，所述第一分盘机构位于所述第一料

盘输送线的上料端处，所述第一分盘机构用于将层状堆叠的第一料盘层中的每个第一料盘

依次向下放置于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的上料端上，所述第一叠盘机构位于所述第一料盘输

送线的下料端处，所述第一叠盘机构用于将所述第一料盘输送线所输送来的第一料盘向上

堆叠，所述第二分盘机构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上料端处，所述第二分盘机构用于将

层状堆叠的第二料盘层中的每个第二料盘依次向下放置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上料端

上，所述第二叠盘机构位于所述第二料盘输送线的下料端处，所述第二叠盘机构用于将所

述第二料盘输送线所输送来的第二料盘向上堆叠。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第一料盘输送线沿机台的左右方向与第二料盘输送线呈一

左一右的隔开布置，第一料盘输送线和第二料盘输送线还沿机台的前后方向延伸，进出台

沿机台的左右方向位于第一料盘输送线与第二料盘输送线之间，进出台可沿机台的前后方

向相对机台滑移而具有一进入位置和一退出位置，工件输送线沿机台的左右方向延伸并位

于第二料盘输送线与进出台之间；这样设计使得第一料盘输送线、第二料盘输送线、进出台

及工件输送线四者于机台上布置更合理和更紧凑；故在工件转移机构和工件下料机构的配

合下，由工件转移机构将被第一料盘输送线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的第一料盘上的工件转移

至处于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由进出台在切换至进入位置时使工件进入检测机而被检测机

检测，检测完成后，由进出台在切换至退出位置时使检测后的工件退出检测机，由工件转移

机构将处于退出位置的进出台上的工件转移至工件输送线，工件下料机构将工件输送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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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来的工件转移至被第二料盘输送线所输送至下料位置时的第二料盘上，以实现“工件

由第一料盘转移至进出台，再由进出台负责工件于检测机处的上下料，然后从进出台转移

至工件输送线，最后从工件输送线转移至第二料盘”的流水线转移的目的，故提高生产效率

和降低运营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图1所示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沿箭头C所指方向观看的平面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中的进出台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图3所示的进出台在另一角度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中的工件转移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中的工件下料机构的立体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请参阅图1及图2，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100包括机台10及装配

于机台10上的第一料盘输送线20、第二料盘输送线30、进出台40、工件输送线50、工件转移

机构60和工件下料机构70。第一料盘输送线20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与第二料盘输送线30呈

一左一右的隔开布置，使得第一料盘输送线20位于机台10的右侧而第二料盘输送线30位于

机台10的左侧，第一料盘输送线20和第二料盘输送线30还沿机台10的前后方向延伸，以满

足第一料盘输送线20沿机台10的前后方向输送第一料盘210及第二料盘输送线30沿机台10

的前后方向输送第二料盘220的需要；较优的是，第一料盘输送线20和第二料盘输送线30彼

此平行且对齐布置，以使得第一料盘输送线20和第二料盘输送线30于机台10上的布置更合

理和更紧凑。进出台40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位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

间，以合理地将机台10位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间的空间位置利用起

来；进出台40可沿机台10的前后方向相对机台10滑移而具有一进入位置和一退出位置，以

使得进出台40滑移至进入位置时进入检测机300中，从而满足检测机300对进出台40上的工

件230(见图3)检测需要，当进出台40滑移至退出位置时而连同工件230一起退出检测机

300，以满足检测后的工件230的下料需要。工件输送线50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延伸，工件输

送线50还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与进出台40之间，以借助工件输送线50而使得进出台40与

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间传输更可靠，较优的是，工件输送线50的左端还延伸至第二料盘输

送线30的正上方，以使得工件输送线50能将工件230输送至第二料盘输送线30的正上方，从

而更便于工件输送线50上的工件230往第二料盘输送线30的第二料盘220上转移，但不以此

为限。其中，工件转移机构60将被第一料盘输送线20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的第一料盘210上

的工件230转移至处于退出位置的进出台40上，工件转移机构60还将处于退出位置的进出

台40上的工件230转移至工件输送线50。工件下料机构70将工件输送线50所输送来的工件

230转移至被第二料盘输送线30所输送至下料位置时的第二料盘220上，以实现“工件230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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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料盘210转移至进出台40，再由进出台40负责工件230于检测机300处的上下料，然后从

进出台40转移至工件输送线50，最后从工件输送线50转移至第二料盘220”的流水线转移目

的。具体地，在图1和图2中，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100还包括装配于机台

10的NG收料线80，NG收料线80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与进出台40之间，NG收料线80还位于

工件输送线50的后侧，这样设计使得NG收料线80分别与第二料盘输送线30及工件输送线50

之间的间隙更小，故更紧凑，从而便于检测机300位于进出台40的正后方，并位于NG收料线

80的右侧旁边；且NG收料线80将工件输送线50所输送的NG工件取走并收集，以工件输送线

50上的取走NG工件，确保后续作业的顺畅性。更具体地，如下：

[0026] 如图1及图2所示，第一料盘输送线20之上料端21位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之下料端

22的前方，使得第一料盘210是从机台10的前方上料而在后方下料；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下

料端32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上料端31的前方，使得第二料盘220是从机台10的后方上

料而前后下料；因此，使得第一料盘输送线20输送第一料盘210方向与第二料盘输送线30输

送第二料盘220的方向正好相反，这样设计使得满料的第一料盘层是从机台10的前方放置

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的上料端21，以及使得满料的第二料盘层是从机台10的前方取下，故

上下料操作更容易；当然，根据实际需要，第一料盘输送线20之上料端21还可位于第一料盘

输送线20之下料端22的后方，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下料端32还可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

上料端31的后方。具体地，在图1和图2中，本实用新型的检测机用自动上下料设备100还包

括装配于机台10的第一分盘机构91、第一叠盘机构92、第二分盘机构93和第二叠盘机构94；

第一分盘机构91位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的上料端21处，第一分盘机构91用于将层状堆叠的

第一料盘层中的每个第一料盘210依次向下放置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的上料端21上，以确

保在上下方向层状堆叠的第一料盘层中的每个第一料盘210被有序地放置于第一料盘输送

线20的上料端21上；第一叠盘机构92位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的下料端22处，第一叠盘机构

92用于将第一料盘输送线20所输送来的第一料盘210向上堆叠，以实现空的第一料盘210批

量堆叠后再一起下料；第二分盘机构93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的上料端31处，第二分盘机

构93用于将层状堆叠的第二料盘层中的每个第二料盘220依次向下放置于第二料盘输送线

30的上料端31上，以确保在上下方向层状堆叠的第二料盘层中的每个第二料盘220被有序

地放置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的上料端31上；第二叠盘机构94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的下料

端32处，第二叠盘机构94用于将第二料盘输送线30所输送来的第二料盘220向上堆叠，以实

现空的第二料盘220批量堆叠后再一起下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第一分盘机构91、第一叠

盘机构92、第二分盘机构93和第二叠盘机构94四者的具体结构及工作原理各为本域所熟知

的，故在此不再赘述。

[0027] 如图3及图4所示，进出台40包含前后驱动器41及沿机台10前方向后隔开布置的工

件装夹台42和工件缓存台43。工件缓存台43位于工件装夹台42的前方，这样设计使得工件

转移机构60每次抓取的工件230的数量可以大于工件装夹台42所装夹工件230的数量，从而

使得多余的工件230被工件缓存台43处进行缓存，因而提高了工件转移机构60转移工件230

的效率。举例而言，前后驱动器41为一气缸，以借助气缸使得工件装夹台42和工件缓存台43

快速地于进入位置与退出位置之切换；当然，根据实际需要，前后驱动器41也可以选择为油

缸、直线驱动器或旋转电机，当选择为旋转电机时，此时旋转电机可通过带传动、链传动、齿

轮传动或丝杆丝母传动去驱使工件装夹台42和工件缓存台43一起于进入位置与退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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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切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工件缓存台43用于缓存多余的工件230，因此，工件缓存台43上

所缓存工件230的数量最好与工件装夹台42所装夹工件230的数量相同，这样就可以通过工

件转移机构60的一次转移便能将工件缓存台43上所缓存的所有工件230转移至工件装夹台

42处，当然，也可以使工件缓存台43上所缓存工件230的数量大于工件装夹台42所装夹工件

230的数量。

[0028] 如图2和图5所示，工件转移机构60包含龙门架61及装配于龙门架61的第一转移机

械手62和第二转移机械手63。龙门架61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从上方横跨进出台40，以避免

对进出台40滑移造成障碍；龙门架61还位于工件输送线50的前方，第一转移机械手62位于

第二转移机械手63的右侧，第一转移机械手62将被第一料盘输送线20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

的第一料盘210上的工件230转移至处于退出位置的进出台40上，第二转移机械手63将处于

退出位置的进出台40上的工件230转移至工件输送线50，以借助第一转移机械手62和第二

转移机械手60的配合来实现双动力上下工件230，故上下料操作更连贯。具体地，在图2和图

5中，龙门架61的右端还延伸至第一料盘输送线20的正上方，以使得第一转移机械手62可滑

移至第一料盘输送线20的正上方，更方便第一转移机械手62将第一料盘210上的工件230取

走。更具体地，在图5中，第一转移机械手62包含横移电机621、横移座622及装配于横移座

622的可升降的真空吸头组件623，横移座622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滑设于龙门架61，横移电

机621装配于龙门架61，横移电机621驱使横移座622连同真空吸头组件623一起于龙门架61

上横移，当然，横移电机621也可以装配于横移座622上，此时可借助齿轮与直线齿条的配合

去驱使横移座622于龙门架61上横移，而当横移电机621装配于龙门架61上时，此时的横移

电机621可通过带传动、链传动、齿轮传动或丝杆丝母传动去驱使横移座622横移。同理，第

二转移机械手63包含横移电机631、横移座632及装配于横移座632的可升降的真空吸头组

件633，横移座632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滑设于龙门架61，横移电机631装配于龙门架61，横

移电机631驱使横移座632连同真空吸头组件633一起于龙门架61上横移，当然，横移电机

631也可以装配于横移座632上，此时借助齿轮与直线齿条的配合也可驱使横移座632于龙

门架61上横移，而当横移电机631装配于龙门架61上时，此时的横移电机631可通过带传动、

链传动、齿轮传动或丝杆丝母传动去驱使横移座632横移。举例而言，在图5中，横移座622和

横移座622是彼此对齐的，但不以此为限。

[0029] 如图6所示，工件下料机构70包含承载立架71、前后驱动器72、前后滑座73及装配

于前后滑座73的可升降的真空吸头组件74。承载立架71装配于机台10并位于第二料盘输送

线30的左侧的旁边，使得承载立架71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间的间隙更小，前后滑座73位

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的上方并沿机台10的前后方向滑设于承载立架71，真空吸头组件74悬

置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的正上方；这样设计使得工件下料机构70在结构合理情况下更方便

快捷地将工件输送线50所输送来的工件230转移至第二料盘220上。举例而言，在图6中，前

后驱动器72为气缸，当然根据实际需要而为油缸或直线驱动器等，故不以此为限。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与第二料盘输送线

30呈一左一右的隔开布置，第一料盘输送线20和第二料盘输送线30还沿机台10的前后方向

延伸，进出台40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位于第一料盘输送线20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之间，进

出台40可沿机台10的前后方向相对机台10滑移而具有一进入位置和一退出位置，工件输送

线50沿机台10的左右方向延伸并位于第二料盘输送线30与进出台40之间；这样设计使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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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料盘输送线20、第二料盘输送线30、进出台40及工件输送线50四者于机台10上布置更合

理和更紧凑；故在工件转移机构60和工件下料机构70的配合下，由工件转移机构60将被第

一料盘输送线20所输送至上料位置时的第一料盘210上的工件230转移至处于退出位置的

进出台40上，由进出台40在切换至进入位置时使工件230进入检测机300而被检测机300检

测，检测完成后，再由进出台40在切换至退出位置时使检测后的工件230退出检测机300，再

由工件转移机构60将处于退出位置的进出台40上的工件230转移至工件输送线50，工件下

料机构70将工件输送线50所输送来的工件230转移至被第二料盘输送线30所输送至下料位

置时的第二料盘220上，以实现“工件230由第一料盘210转移至进出台40，再由进出台40负

责工件230于检测机300处的上下料，然后从进出台40转移至工件输送线50，最后从工件输

送线50转移至第二料盘30”的流水线转移的目的，故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营成本。

[0031] 需要说明的是，在附图中，箭头A所指方向为机台10由左至右的方向，箭头B所指的

方向为机台10由前至后的方向，箭头C所指的方向为机台10由上至下的方向。另，第一料盘

输送线20、第二料盘输送线30、工件输送线50及NG收料线80的具体结构及工作原理是本领

域所熟知的，故在此不再赘述。

[0032]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例而已，其作用是方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理解并据以实施，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之权利范围，因此依本实用新型申请专

利范围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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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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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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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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