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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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940461.5

(22)申请日 2018.08.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3100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2.18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金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

业区工业六路以北沿山路以东兴兴工

业大厦401室

(72)发明人 谢志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深圳市深联知识产权代理事

务所(普通合伙) 44357

代理人 张琪

(51)Int.Cl.

G01R 31/01(2020.01)

(56)对比文件

CN 203133245 U,2013.08.14

CN 104289887 A,2015.01.21

CN 102455406 A,2012.05.16

华磊.一种六轴工业机器人及多轴联动控制

系统的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 信息科技辑》.2015,(第01期),I140-396.

审查员 冉祎

 

(54)发明名称

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对电脑设备用的记忆体模

组进行检测的检测系统，包括一移载装置、一承

载架、多个转接组件及一控制装置，移载装置包

含有一机械手臂，机械手臂设置有至少一夹持模

组用于夹持待测电子件，承载架用以承载多个电

子板件，各个转接组件包含有一本体，本体具有

一电插接结构及一转向插槽，电插接结构能插设

于各个电子板件的电插槽，转向插槽能提供待测

电子件插设，控制装置控制移载装置，以将多个

待测电子件插设于各个转向插槽，且控制装置能

于各个电子板件插设有待测电子件时，对各个待

测电子件进行检测作业。相对于利用龙门式移载

装置进行记忆体模组检测的方式，本发明的应用

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具有更好

的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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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用以对多个

电子板件上所分别插设的至少一待测电子件进行检测作业，各个所述电子板件包含有一电

插槽，各个所述电插槽用以提供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所述检测系统包含：

一移载装置，其包含有一机械手臂，所述机械手臂设置有至少一夹持模组，所述夹持模

组用于夹持所述待测电子件；

一承载架，其用以承载多个所述电子板件；

多个转接组件，各个所述转接组件包含有一本体，所述本体具有一电插接结构及一转

向插槽，所述电插接结构插设于各个所述电子板件的所述电插槽，所述转向插槽用于提供

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当各个所述转接组件的所述电插接结构插设于各个所述电子板件的

电插槽，且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于所述转向插槽时，所述待测电子件能够透过所述转接组

件与所述电子板件电性连接；

一控制装置，其电性连接所述移载装置及设置于所述承载架上的多个所述电子板件，

所述控制装置用于控制所述移载装置，以将多个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于各个所述转向插

槽，且所述控制装置用于在各个所述电子板件插设有所述待测电子件时，对各个所述待测

电子件进行检测作业；

其中，当设置于所述承载架的各个所述电子板件的电插槽中未插设有所述转接组件

时，所述机械手臂沿一第一轴线方向将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于所述电插槽；当设置于所述

承载架的各个所述电子板件的电插槽插设有所述转接组件时，所述机械手臂沿一第二轴线

方向将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于所述转向插槽；其中，所述第一轴线方向不平行于所述第二

轴线方向；

一部分的所述转接组件的本体长度不同于另一部分的所述转接组件的长度；两个具有

不同本体长度的所述转接组件，对应插设于其中一个所述电子板件的两个所述电插槽时，

两个所述转向插槽不相互干涉地外露于所述电子板件的一侧，而两个所述待测电子件能直

立地且不相互干涉地对应插设于两个所述转向插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夹持模组包含至少一纵向滑轨、一固定件、两个夹臂及一驱动单元，所述纵向滑轨固定设置

于所述机械手臂，所述固定件能够滑动地设置于所述纵向滑轨，两个所述夹臂设置于所述

固定件；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驱动单元，使所述固定件沿所述纵向滑轨，相对于所述机械

手臂移动；所述控制装置控制所述驱动单元，使两个所述夹臂向彼此相互靠近的方向移动

或是向彼此相互远离的方向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承载架还包含有多个辅助固定组件，各个所述辅助固定组件用以辅助各个所述电子板件直

立地固定设置于所述承载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各个

所述转接组件还包含有一导引构件，所述导引构件固定设置于所述本体，且所述导引构件

邻近于所述转向插槽设置；在所述机械手臂将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于所述转向插槽的过程

中，所述导引构件能导引所述待测电子件，而使所述待测电子件正确地插设于所述转向插

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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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导引构件包含两个导引件，各个所述导引件包含有一固定部及一导引部，所述固定部

固定设置于所述本体，所述导引部包含有一穿槽及一导引结构，所述穿槽对应位于所述转

向插槽的上方，所述导引结构邻近所述穿槽设置；在所述机械手臂将所述待测电子件插设

于所述转向插槽的过程中，所述待测电子件被所述导引结构导引而通过所述穿槽以正确地

插设于所述转向插槽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检测系统还包含有一判断模组，所述判断模组设置于所述机械手臂，所述判断模组电性连

接所述控制装置；所述判断模组用于检测所述机械手臂夹持所述待测电子件时，所述待测

电子件与所述机械手臂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并据以产生一判断信号，所述控制装置用于根

据所述判断信号，控制所述机械手臂将所述待测电子件卸载至一预定位置或者将所述待测

电子件插接于所述转向插槽。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其中任一项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架设置有多个供电组件，各个所述供电组件电性连接一外部电源，设置

于所述承载架的各个所述电子板件能透过一电连接线与相邻的所述供电组件电性连接，所

述外部电源用于提供各个所述电子板件及插设于其上的所述待测电子件运作时所需的电

力。

8.根据权利要求1至6其中任一项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承载架设置有多个电连接器，多个所述电连接器电性连接所述控制装置，设

置于所述承载架的各个所述电子板件透过一电连接线与相邻的所述电连接器电性连接，所

述控制装置透过各个所述电连接器传递一控制信号至各个所述待测电子件，以对所述待测

电子件进行检测作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各个

所述电子板件被所述控制装置控制而进行检测作业时，所述电子板件或所述待测电子件对

应产生一反馈信号，所述控制装置透过各个所述电连接器以接收所述反馈信号，所述控制

装置依据各个所述反馈信号控制所述机械手臂，以将相对应的所述待测电子件移载至一良

品置放位置或一不良品置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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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检测系统，特别是一种对电脑设备用的记忆体模组进行检测的检

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传统检测电脑设备用的记忆体模组的方式，大多是利用龙门式移载装置，以

将待测试的记忆体模组插设于待测试的主机板，现有的这种测试方法局限于龙门式移载装

置的移动速度及龙门式移载装置的可活动范围，因此检测效率较低。鉴于此，亟需一种设计

合理且有效改善上述问题的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用以

改善现有利用龙门式移载装置进行记忆体模组检测的方式所存在的效率低下这一技术问

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

其用以对多个电子板件上所分别插设的至少一待测电子件进行检测作业，各个电子板件包

含有一电插槽，各个电插槽用以提供待测电子件插设，检测系统包含：一移载装置、一承载

架、多个转接组件及一控制装置。移载装置包含有一机械手臂，机械手臂设置有至少一夹持

模组，夹持模组能夹持待测电子件。承载架用以承载多个电子板件。各个转接组件包含有一

本体，本体具有一电插接结构及一转向插槽，电插接结构能插设于各个电子板件的电插槽，

转向插槽能提供待测电子件插设；当各个转接组件的电插接结构插设于各个电子板件的电

插槽，且待测电子件插设于转向插槽时，待测电子件能透过转接组件与电子板件电性连接。

控制装置电性连接移载装置及设置于承载架上的多个电子板件，控制装置能控制移载装

置，以将多个待测电子件插设于各个转向插槽，且控制装置能于各个电子板件插设有待测

电子件时，对各个待测电子件进行检测作业。其中，当设置于承载架的各个电子板件的电插

槽未插设有转接组件时，机械手臂能沿一第一轴线方向，将待测电子件插设于电插槽；当设

置于承载架的各个电子板件的电插槽插设有转接组件时，机械手臂能沿一第二轴线方向将

待测电子件插设于转向插槽；其中，第一轴线方向不平行于第二轴线方向。

[0005] 相对于现有技术中利用龙门式移载装置进行记忆体模组检测的方式，本发明的应

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具有更好的检测效率，其能够实现以下技术效果：

[0006] 1、取代了现有的XYZ龙门式架构系统，实现了测试板数量与产能极大化；

[0007] 2、通过整合机械手臂上的四个夹爪机构，将夹爪机构件统一简化，有利于设计与

修改；

[0008] 3、测试板无导槽件会因物品偏移造成插槽时物品损坏，有测试板导槽件可以导正

物品偏移角度，避免机械手臂下降夹放物品与插槽件碰撞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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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的示意图

[0010] 图2为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的移载装置的固定板及

夹持模组的示意图

[0011] 图3为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的承载架设置有多个电

子板件的示意图

[0012] 图4为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的电子板件、转接组件

及待测电子件的局部分解示意图

[0013] 图5为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的方块示意图

[0014] 附图标记：

[0015] 100-检测系统、10-移载装置、11-机械手臂、111-底座、112-活动臂、113-固定板、

12-夹持模组、121-纵向滑轨、122-滑块、123-固定件、124-夹臂、125-驱动单元、20-承载架、

21-辅助固定组件、22-辅助固定板、30-转接组件、31-本体、31a-宽侧面、311-电插接结构、

32-转向插槽、33-导引构件、331-固定部、332-导引部、3321-穿槽、3322-导引结构、40-供电

组件、50-电连接器、60-控制装置、601-控制信号、70-判断模组、701-判断信号、S-电子板

件、S1-电插槽、Sa-宽侧面、R-待测电子件、Ra-宽侧面、FS-反馈信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借由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发明之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

统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之人士可由本说明书所揭示之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之其他优

点与功效。本发明亦可借由其他不同的具体实例加以施行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

亦可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不悖离本发明之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与变更。本发明之图式

仅为简单说明，并非依实际尺寸描绘，亦即未反应出相关构成之实际尺寸，先予叙明。以下

之实施方式系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发明之观点，但并非以任何观点限制本发明之范畴。于以

下说明中，如有指出请参阅特定图式或是如特定图式所示，其仅是用以强调于后续说明中，

所述及的相关内容大部份出现于该特定图式中，但不限制该后续说明中仅可参考所述特定

图式。

[0017] 具体参阅图1至图4，其为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的示

意图。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系统用以对多个电子板件S上所分别

插设的至少一待测电子件R进行检测作业，各个电子板件S包含有两个电插槽S1，各个电插

槽S1用以使待测电子件R插设其中。

[0018] 图1至图4所示，检测系统100包含有一移载装置10、一承载架20、多个转接组件30、

多个供电组件40、多个电连接器50及一控制装置60。移载装置10包含有一机械手臂11。承载

架20邻近于移载装置10设置，承载架20用以承载多个电子板件S。多个转接组件30设置于电

子板件S，各转接组件30插设有待测电子件R。控制装置60电性连接移载装置10及各个电子

板件S，用于控制移载装置10作动，以使机械手臂11夹持设置于转接组件30的待测电子件R，

或者是使机械手臂11将待测电子件R插设于转接组件30。

[0019] 请一并参阅图1及图2，图2为机械手臂11的局部放大示意图。在实际应用中，机械

手臂11可以是包含有一底座111、两个活动臂112及一固定板113，两个活动臂112的一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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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互枢接，两个活动臂112的另一端分别与底座111及固定板113相互枢接。与底座111相

互枢接的活动臂112能受控制装置60控制，以相对于底座111旋转；控制装置60亦能控制固

定板113相对于其所连接的活动臂112旋转。于本实施例图式中，是以固定板113呈现为十字

型为例，但不以此为限。于本实施例中，固定板113设置有四个夹持模组12，各个夹持模组12

包含有两个纵向滑轨121、两个滑块122、一固定件123、两个夹臂124及驱动单元125。两个纵

向滑轨121固定设置于固定板113，固定件123设置有两个滑块122，而固定件123能透过两个

滑块122沿纵向滑轨121相对于固定板113移动。两个夹臂124可彼此相对活动地设置于固定

件123。

[0020] 驱动单元125设置于固定板113，且驱动单元125与两个夹臂124相连接。驱动单元

125电性连接控制装置60，驱动单元125能被控制装置60控制，而使两个夹臂124向彼此相互

靠近的方向移动或是向彼此相互远离的方向移动，据以夹持待测电子件R或卸载待测电子

件R。

[0021] 在实际应用中，驱动单元125也可以是与固定件123相连接，而控制装置60能透过

驱动单元125，控制固定件123相对于两个纵向滑轨121移动，据以使被两个夹臂124夹持的

待测电子件R能相对于固定板113移动。当然，固定板113上也可以是设置有另一个用以专门

控制固定件123的驱动单元，于此不加以限制。

[0022] 透过固定件123能相对于固定板113纵向移动的设计，可以让夹持模组12以相对较

小的作用力，将其所夹持的待测电子件R插设于电子板件S(如图4所示)的电插槽S1(如图4

所示)中。当然，在不同的应用中，夹持模组12也可以是不具有纵向滑轨121及滑块122，固定

件123是无法相对于固定板113纵向活动，而夹持模组12所夹持的待测电子件R则是透过机

械手臂11的活动，插设于电子板件S的电插槽S1中。

[0023] 请一并参阅图3至图5，图3为多个电子板件S设置于承载架20的示意图；图4显示为

转接组件30与待测电子板R的局部分解示意图。如图所示，多个电子板件S可以是直立地固

定设置于承载架20，即，各个电子板件S的窄侧面是对应面对承载架20所设置的地面。在实

际应用中，电子板件S例如可以是电脑主机板，电子板件S可以是先固定设置于一辅助固定

板22后，再透过辅助固定组件21，而直立地固定地设置于承载架20上。

[0024] 承载架20还可以是设置有多个供电组件40及多个电连接器50，多个供电组件40电

性连接外部电源P(例如市电)，多个电连接器50电性连接控制装置60。直立地设置于承载架

20上的各个电子板件S可以是透过两条电连接线(图未示)，而与相邻近的供电组件40及电

连接器50电性连接，据以外部电源能透过供电组件40提供各个电子板件S运作时所需的电

力，且控制装置60能透过多个电连接器50与电子板件S电性连接，以传递控制信号601至电

子板件S或接收来自电子板件S所传递的反馈信号FS。

[0025] 如图4所示，电子板件S可以是透过多个螺丝及相关结构的配合，而可拆卸地固定

设置于辅助固定板22，但不以此为限，在不同的应用中，辅助固定板22也可以是具有相关的

夹持组件，而电子板件S是被该些夹持组件夹持以固定于辅助固定板22。

[0026] 电子板件S上设置有两个电插槽S1，各个电插槽S1用以提供待测电子件R插设，而

使待测电子件R能与电子板件S电性连接；具体来说，电子板件S为电脑主机板、电插槽S1为

记忆体插槽，而待测电子件R则为记忆体模组(例如DDR  SDRAM)。

[0027] 如图4所示，各个转接组件30包含有一本体31，本体31的一端具有一电插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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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本体31的宽侧面31a设置有一转向插槽32，本体31邻近于转向插槽32还设置有两个导

引构件33。本体31的电插接结构311能插接于电子板件S的电插槽S1，亦即，本体31的电插接

结构311与待测电子件R用以插接于电插槽S1的插接结构基本上相同。

[0028] 两个转接组件30的本体31的长度不相同，而两个转接组件30的本体31利用电插接

结构311对应插设于两个电插槽S1时，两个转向插槽32将不相互干涉地外露于电子板件S的

一侧，而两个待测电子件R能直立地且不相互干涉地对应插设于两个转向插槽32中。如图3

及图4所示，由于转向插槽32是设置于本体31的宽侧面31a，因此，本体31插设于电子板件S

的电插槽S1时，转向插槽32的插槽开口方向将与电插槽S1的开口方向不相同。更具体来说，

在电子板件S未设置有转接组件30时，待测电子件R是大致沿一第一轴线方向(即为图4中所

示Y轴方向)插设于电插槽S1；在电子板件S设置有转接组件30时，待测电子件R则是大致沿

一第二轴线方向(如图4中所示Z轴方向)插设于转向插槽32。其中，第一轴线方向可以是大

致垂直于第二轴线方向。

[0029] 如图3及图4所示，透过两个转接组件30的设置，两个待测电子件R能直立地插设于

两个转向插槽32，而插设于两个转向插槽32的待测电子件R的宽侧面Ra大致与电子板件S的

宽侧面Sa彼此相面对地设置，且两个待测电子件R的宽侧面Ra与电子板件S的宽侧面Sa大致

相互平行。透过于电子板件S上设置的两个转接组件30，多个电子板件S可以直立地设置于

承载架20上，如此，在相同体积的承载架20中，可以设置更多个电子板件S，而可提升检测系

统整体的检测效能。

[0030] 另外，由于待测电子件R是插设于转接组件30的转向插槽32，而不是直接插设于电

子板件S的电插槽S1，因此，若转向插槽32在不预期的状态下损毁，则相关人员可以快速且

方便地更换另一转接组件30后，继续相关测试作业。相反地，若待测电子件R是直接插设于

电子板件S的电插槽S1，若待测电子件R在插设的过程中，不幸毁坏电插槽S1，如此，相关人

员将无法仅更换电插槽S1，而必需更换整个电子板件S。更具体来说，电子板件S例如是电脑

主机板，而电插槽S1提供记忆体模组用的插槽，亦即，电插槽S1是直接焊接固定设置于电子

板件S上，因此，若待测电子件R在插设的过程中，不幸毁坏电插槽S1，相关人员必需耗费大

量的时间，才可更换电子板件S的电插槽S1。

[0031] 如图4所示，各个转接组件还包含有两个导引构件33，两个导引构件33设置于本体

31，且两个导引构件33对应位于转向插槽32的两端。各个导引构件33包含以一固定部331及

一导引部332，固定部331与导引部332相连接，固定部331用以使导引构件33固定于本体31。

各导引构件33的固定部331固定于本体31时，导引部332是对应位于转向插槽32的上方，而

导引部332位在待测电子件R插入转向插槽32的路径上。各个导引部332可以是包含有一穿

槽3321及一导引结构3322，穿槽3321对应位于转向插槽32的正上方，导引结构3322位于导

引部332远离穿槽3321的位置，导引结构3322例如可以是呈现为倾斜状的结构。如此，在机

械手臂11将待测电子件R插设于转向插槽32的过程中，待测电子件R能受导引结构3322的导

引，而通过穿槽3321以正确地进入转向插槽32中。更具体来说，机械手臂11将待测电子件R

插入转向插槽32时，若待测电子件R与转向插槽32的相对位置有偏差时，能透过导引结构

3322的导正及穿槽3321的限制以调整待测电子件R相对于转向插槽32的位置，而使待测电

子件R能被修正为以正确地方向插入转向插槽32中。透过导引构件33的设置，可以降低待测

电子件R以偏差的位置直接插设于转向插槽32中，从而导致转向插槽32、待测电子件R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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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毁坏的问题。

[0032] 请一并参阅图1、图3至图5，图5为本发明的应用机器手臂之记忆体模组智能检测

系统的方块示意图。控制装置60电性连接移载装置10、多个供电组件40及多个电连接器50。

本发明的检测系统100具体的检测流程可以是：控制装置60控制移载装置10将设置于预备

检测区(图未示)的多个待测电子件R，对应插设于已设置于承载架20上的多个电子板件S的

多个转向插槽32中。而后，控制装置60将透过电连接器50传递检测信号至各个电子板件S，

以对设置于各个电子板件S上的待测电子件R进行相关检测作业。各个待测电子件R被进行

检测作业时，控制装置60将可通过电连接器50，而接收来自待测电子件R或是电子板件S所

传递的反馈信号FS。控制装置60则可依据各个反馈信号FS，以判断各个待测电子件R是否通

过检测，而后，控制装置60能再控制移载装置10，以将通过检测的待测电子件R移载至一良

品置放区(图未示)，并将未通过检测的待测电子件R移载至一不良品置放区(图未示)。值得

一提的是，控制装置60与电子板件S相互传递信号的方式，不局限于上述利用电连接器50，

在不同的应用中，电子板件S也可以是透过任何无线的方式，与控制装置60通讯连线。

[0033] 在实际应用中，机械手臂11还可以是设置有至少一判断模组70，判断模组70能于

夹持模组12夹持待测电子件R后，判断夹持模组12是否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并据以产

生一判断信号701。控制装置60电性连接判断模组70，而控制装置60能依据判断模组70所传

递的判断信号701，以控制移载装置10将机械手臂11所夹持的待测电子件R插设于转向插槽

32中或是卸载至一预定位置。

[0034] 具体来说，夹持模组12若未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则机械手臂11将可能无法将

待测电子件R插入转向插槽32中，或者待测电子件R被错误地插入转向插槽32中，将可能导

致待测电子件R、转向插槽32或两者毁坏。

[0035] 在实际应用中，判断模组70可以是图像获取单元，而当夹持模组12夹持待测电子

件R时，图像获取单元则能撷取夹持模组12与被夹持的待测电子件R的一预定位置的影像，

控制装置60则可据以判断夹持模组12是否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在不同实施例中，判断

模组70也可以是近接开关、红外线发射器及接收器等单元，而判断模组70可以是在夹持模

组12正确及非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时，对应产生不同的信号，据以控制装置60可以判断

夹持模组12是否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在另一实施例中，判断模组70也可以是机械式开

关，而当夹持模组12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时，机械式的开关将被抵压，而对应产生一信

号，相反地，夹持模组12未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时，机械式的开关则不对应产生所述信

号，控制装置60则可利用是否接收信号，以判断夹持模组12是否正确地夹持待测电子件R。

[0036] 上述实施例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

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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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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