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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glass substrate cartridge (100) and a picking up and putting down system for a glass substrate (2).
The glass substrate cartridge comprises a cartridge body (10) having a pair of parallel sidewalls (101), and a plurality of brackets
( 11), the brackets being provided inside the cartridge body and being respectively used for supporting a glass substrate. Each of the
brackets comprises a pair of connecting elements ( 111) respectively supported on a pair of sidewalls, and a plurality of supporting
elements ( 112) arranged in parallel to a first horizontal direction and connected to a pair of connecting elements, the connecting ele -
ments being able to move relative to the sidewalls along the first horizontal direction and at least protrude beyond the cartridge body.
Since the brackets of the glass substrate cartridge can protrude beyond the cartridge body, random picking up and putting down of a
glass substrate in any layer can be achieved.

(57) 摘要:一种玻璃基板卡匣 （100) 和玻璃基板 （2 ) 的取放系统，玻璃基板卡匣包括：具有一对相互平行的侧
壁 （101 ) 的匣体 （10) 和多个支撑架 （11 ) ，支撑架设置于匣体内且分别用于支撑玻璃基板，每一支撑架包括
一对分别支撑于一对侧壁上的连接元件 （111 ) 和多个沿第一水平方向平行排列连接至一对连接元件的支撑元
件 （112 ) ，连接元件可相对侧壁沿第一水平方向移动并至少部分凸伸出匣体外。该玻璃基板卡匣的支撑架可
凸伸出匣体外，因此，可以实现随机取放任意一层的玻璃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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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基板卡匣和玻璃基板的取放系统

[I] 〖技术领域】

[2] 本 发明涉及液晶显示器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承载玻璃基板 的玻璃基板卡匣和玻

璃基板 的取放系统。

[3] 〖背景技术】

[4] 液 晶面板用玻璃基板通常利用玻璃基板卡匣进行暂存。人们对玻璃基板暂存于

玻璃基板卡匣期间的支撑效果及运送吋取放动作 的便利性也提 出了越来越高的

要求。

[5] 一种现有玻璃基板卡匣包括长方体 中空外壳和多个玻璃基板支撑面。外壳的一

侧面设置玻璃基板 的取放开 口。支撑面沿竖直方 向间隔排布。每一支撑面 由复

数条平行排列 的支撑线构成。

[6] 玻璃基板承载于玻璃基板卡匣中后 ，当玻璃基板尺寸越大 ，玻璃基板越易发生

弯 曲变形。

[7] 取 出玻璃基板吋 ，需利用一输送滚轮带插入玻璃基板卡匣的的支撑面下 ，待滚

轮位于支撑线之间的空隙后将玻璃基板顶起再进一步通过滚动滚轮将玻璃基板

带 出。

[8] 然而 ，因承载于相邻支撑面 的玻璃基板之间的间隙较小 ，且玻璃基板 的中间位

置处易发生弯 曲变形 ，为了不损伤玻璃基板 ，只能利用输送滚轮带 由下而上一

片一片地取 出玻璃基板卡匣中的玻璃基板 ，无法取放任意一层玻璃基板。

[9] 〖发明内容】

[10] 本 发明主要解决 的技术 问题是提供一种方便取放任意层玻璃基板 的玻璃基板卡

匣和玻璃基板 的取放系统。

[II] 为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 ，本发明釆用 的一个技术方案是 ：一种玻璃基板卡匣，用

于储存玻璃基板 ，玻璃基板卡匣包括 ：匣体 ，包括一对相互平行且沿竖直方 向

设置 的侧壁 ；多个支撑架 ，设置于匣体 内且分别用于支撑玻璃基板 ，多个支撑

架沿竖直方 向间隔排布 ，每一支撑架包括一对分别支撑于一对侧壁上 的连接元



件和多个沿第一水平方向平行排列并沿垂直于第一水平方向的第二水平方向连

接至一对连接元件的支撑元件，支撑元件为金属杆；锁固装置，位于侧壁的两

端用于在锁固状态下阻止连接元件相对侧壁沿第一水平方向移动，并在打开状

态下允许连接元件相对侧壁沿第一水平方向移动至至少部分凸伸出匣体外。

[12] 其中，金属杆的表层镀覆聚醚醚酮树脂。

[13] 其中，侧壁设置滑槽，连接元件嵌设至滑槽内并可相对滑槽沿第一水平方向移

动。

[14] 其中，玻璃基板卡匣进一步包括限位机构，限位机构用于阻止连接元件与滑道

分离。

[1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釆用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玻璃基板卡匣，

用于储存玻璃基板，玻璃基板卡匣包括：匣体，包括一对相互平行且沿竖直方

向设置的侧壁；多个支撑架，设置于匣体内且分别用于支撑玻璃基板，多个支

撑架沿竖直方向间隔排布，每一支撑架包括一对分别支撑于一对侧壁上的连接

元件和多个沿第一水平方向平行排列并沿垂直于第一水平方向的第二水平方向

连接至一对连接元件的支撑元件，连接元件可相对侧壁沿第一水平方向移动并

至少部分凸伸出匣体外。

[16] 其中，支撑元件为金属杆。

[17] 其中，金属杆的表层镀覆聚醚醚酮树脂。

[18] 其中，侧壁设置滑槽，连接元件嵌设至滑槽内并可相对滑槽沿第一水平方向移

动。

[19] 其中，玻璃基板卡匣进一步包括锁固装置，锁固装置位于侧壁的两端用于在锁

固状态下阻止连接元件相对滑道沿第一水平方向移动，并在打开状态下允许连

接元件相对滑道沿第一水平方向移动。

[20] 其中，玻璃基板卡匣进一步包括限位机构，限位机构用于阻止连接元件与滑道

分离。

[2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釆用的另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玻璃基板的取放

系统包括：玻璃基板卡匣，用于储存玻璃基板，玻璃基板卡匣包括匣体和多个

支撑架，匣体包括一对相互平行的侧壁，多个支撑架沿竖直方向间隔排布，每



一 支撑架包括一对分别支撑于一对侧壁上的连接元件和多个沿第一水平方向平

行排列并沿垂直于第一水平方向的第二水平方向连接至一对连接元件的支撑元

件；对接装置，包括传送机构和升降机构，升降机构用于调整传送机构的高度

，传送机构包括多个沿第一水平方向平行排列的传动轴；当支撑架相对匣体沿

第一水平方向移动并部分凸伸出匣体外吋，升降机构传动传送机构顶起支撑架

所支撑的玻璃基板，并由传送机构将玻璃基板传送出支撑架。

[22] 其中，支撑元件为金属杆。

[23] 其中，侧壁设置滑槽，连接元件嵌设至滑槽内并可相对滑槽沿第一水平方向移

动。

[24] 其中，传送带进一步包括多个套设至传动轴的滚轮，滚轮顶起玻璃基板。

[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玻璃基板卡匣的支撑架可凸伸

出匣体外，因此可以实现随机取放任意一层的玻璃基板；进一步地，支撑架包

括多个沿第一水平方向平行排列的支撑元件，支撑元件与玻璃基板的接触面积

较小，因此玻璃基板受到的摩擦损伤较小。

[26] 【附图说明】

[27] 图1是本发明玻璃基板卡匣的主视图；

[28] 图2是图1所示玻璃基板卡匣的俯视图；

[29] 图3是图2所示玻璃基板卡匣的支撑架部分拉出卡匣的俯视示意图；

[30] 图4是图3中区域A 的剖视放大图；

[31] 图5是图3所示玻璃基板卡匣的其中一支撑架部分拉出卡匣的侧视示意图；

[32] 图6是本发明玻璃基板的取放系统的侧视示意图。

[33] 〖具体实施方式】

[3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35] 请参照图1至图3，本发明玻璃基板卡匣100用于储存玻璃基板2。玻璃基板卡匣

100包括匣体 10、多个支撑架 11和锁固装置 12。

[36] 匣体 10为一长方体中空容器，包括一对相互平行且均沿竖直方向设置的侧壁 10

l o

[37] 多个支撑架 11设置于匣体 10内且分别用于支撑玻璃基板2。支撑架 11沿竖直方



向间隔排 布。每一支撑架 11包括一对连接元件 111和 多个支撑元件 112 。连接元

件 111分别支撑于一对侧壁 101上 。支撑元件 112沿第一水平方 向A 平行排列并沿

垂直 于第一水平方 向A 的第二水平方 向B连接至一对连接元件 111 。

[38] 连接元件 111可相对侧壁 101沿第一水平方 向A 移动并至少部分 凸伸 出匣体 10外

[39] 优选地 ，支撑元件 112为金属杆 ，且其表层镀覆聚醚醚酮树脂材料 。支撑元件 1

12选用金属杆 ，金属杆不易发生弹性 变形能够提供玻璃基板 2所需 的支撑强度 ，

避免支撑于支撑元件 112上 的玻璃基板 2的中心部位 发生弯 曲并 因此引发断裂现

象。再者 ，因金属杆为圆柱形 ，使支撑于其上玻璃基板 2仅与支撑元件 112线接

触 ，玻璃基板 2与支撑架 11的接触面积越小 ，则玻璃基板 2受到 的外界干扰越小

，因此而产生 的摩擦损伤几率也就越小 。

[40] 进 一步地 ，支撑元件 112之 间间隔排 布 ，使得支撑架 11相对 卡 匣 12被拉 出吋能

够被对接装置 3支撑 。关于对接装置 3的更多描述将在后文玻璃基板 的取放系统

中提及 。

[41] 支撑元件 112 的表层通过镀覆聚醚醚酮树脂材料 ，因聚醚醚酮树脂材料 自身具

有 良好 的 自润滑性 ，从而进 一步减小支撑架 11对玻璃基板 2产生 的摩擦损伤 。

[42] 本实施例 中 ，侧壁 101 凸设滑槽 1011 ，；连接元件 111嵌设至侧壁 101 的滑槽 101

1中从而被侧壁 101支撑并可相对所述侧壁 101沿第一水平方 向A 移动 。实际应用

中 ，侧壁 101和连接元件 111 的相互嵌设关系可 以互换 ，即连接元件 111上设置滑

槽 （未 图示） ，侧壁 101上 凸设滑轨 （未 图示） ，侧壁 101 的滑轨嵌设至连接元

件 111 的滑槽 中。

[43] 实际上 ，实现连接元件 111相对侧壁 101滑动 的途径不应局 限于连接元件 111与

侧壁 101直接相互嵌设滑动配合 ，例如 ，连接元件 111和侧壁 101上分别连接相互

配合 的导轨 （未 图示）并通过 两导轨相互嵌设滑动配合等等 。

[44] 玻璃基板 卡 匣 100使用吋 ，当需要取放玻璃基板 2吋 ，希望能够拉 出对应位置 的

支撑架 11 ; 而搬运过程 中 ，则不希望支撑架 11相对 卡 匣 10晃动 。通过控制锁 固

装置 12控制支撑架 11相对 卡 匣 10是否能够移动 。

[45] 具体来说 ，本实施例 中 ，锁 固装置 12包括分别位于侧壁 101 的两端用于在锁 固



状态下阻止连接元件 111相对所述滑道 1011 沿第一水平方 向A 移动 ，并在打开状

态下允许连接元件 111相对滑道 101 1沿第一水平方 向A 移动。

[46] 优选地 ，在一对侧壁 101 的两端均设置锁 固装置 12。实际应用 中，亦可 以仅在

其 中一侧壁 101 的两端设置锁 固装置 12; 或者分别在一对侧壁 101 的一端设置锁

固装置 12等 ，只要保证在锁 固状态下连接元件 111不能相对滑道 1011 沿第一水平

方 向A 移动即可。

[47] 锁 固装置 12的实现形式亦不受限 ，例如转动 固定至侧壁 101 ，或者拆卸 固定至

侧壁 101等。实际应用 中，位于侧壁 101两端 的锁 固装置 12亦可不 同。例如 ，侧

壁 101 的一端 的锁 固装置 12可 以为 固定连接或 自侧壁 101 凸伸用于阻止连接元件 1

11凸伸 出该端部外 的档臂 （未 图示） ，使用状态 中，该档臂不可打开 ；而侧壁 1

0 1另一端 的锁 固装置 12为可旋转或拆卸连接至侧壁 101 的元件 ，通过改变此元件

与侧壁 101 的相对状态实现锁 固状态与打开状态 的切换。

[48] 优选地 ，玻璃基板卡匣 100进一步包括限位机构。该限位机构用于阻止连接元

件 111与滑道 1011 分离。请一并参照 图3，本实施例 中，限位机构包括设于连接

元件 111上 的凹陷部 1112 和设于侧壁 101上 的凸出部 1012 。当连接元件 111相对侧

壁 101滑动过程 中，凹陷部 1112 与凸出部 1012 的位置相对吋 ，凸出部 1012 卡入 凹

陷部 1112 中并阻止连接元件 111相对侧壁 101进一步滑动。

[49] 实际应用 中，限位机构 的结构和实现形式并不受本实施例限制。例如 ，当连接

元件 111和侧壁 101 的相互移动通过外接导轨实现吋 ，该限位机构可 以是设置于

外接导轨上 的相互嵌套机构等等。关于限位机构 的各种实现形式在此不再一 一

列举。

[50] 请一并参照 图4至 图6，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一种玻璃基板 2的取放系统。

[51] 玻璃基板 的取放系统包括玻璃基板卡匣 100和对接装置 3。

[52] 玻璃基板 2存放于玻璃基板卡匣 100 中。当需要抽检玻璃基板卡匣 100 中存放 的

玻璃基板 2吋 ，通过拉 出支撑架 11即可。请一并参照 图4，当支撑架 11相对 匣体 1

0被拉 出吋 ，支撑架 11的端部可能会发生下垂。当支撑架 11的端部下垂吋 ，支撑

于支撑架 11上 的玻璃基板 2相对支撑架 11会产生摩擦甚至可能 自支撑架 11下垂 的

端部发生坠落。对接装置 3可阻止玻璃基板 2相对支撑架 11摩擦 以及 阻止玻璃基



板2坠落。

[53] 对接装置3包括传送机构 3 1、升降机构32以及水平平移机构33。水平平移机构3

3用于调整传送机构 3 1的水平位置 ，升降机构32用于调整传送机构 3 1的高度 ，传

送机构 3 1包括多个沿第一水平方 向A平行排列 的传动轴311和多个套设至传动轴3

11的滚轮312。

[54] 当支撑架 11相对 匣体 10沿第一水平方 向A移动并部分凸伸 出匣体 10外吋 ，升降

机构32传动传送机构 3 1顶起支撑架 11所支撑 的玻璃基板2。其中，传送机构 3 1的

传动轴311位于支撑架 11的支撑元件 112之间，升降机构32传动传送机构 3 1上升

并使套设于传动轴311的滚轮312顶起玻璃基板2。

[55] 当玻璃基板2被顶升 ，玻璃基板2既不会相对端部下垂的支撑架 11发生相对摩擦

，更不会 自支撑架 11的端部坠落。当玻璃基板2破损需要从玻璃基板卡匣100中

取 出吋 ，进一步传动传送机构31将玻璃基板2传送 出支撑架 11。

[56]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玻璃基板卡匣100的支撑架 11可凸伸 出匣体 10外 ，因

此随机取放任意一层 的玻璃基板2 ; 进一步地 ，支撑架 11包括多个沿第一水平方

向平行排列 的支撑元件 112，支撑元件 112与玻璃基板2的接触面积较小 ，因此玻

璃基板2受到 的摩擦损伤较小。

[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 ，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

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 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 ，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 ，均 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玻璃基板卡匣，用于储存玻璃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

基板卡匣包括：

匣体，包括一对相互平行且沿竖直方向设置的侧壁；

多个支撑架，设置于所述匣体内且分别用于支撑所述玻璃基板，

所述多个支撑架沿所述竖直方向间隔排布，每一所述支撑架包括

一对分别支撑于所述一对侧壁上的连接元件和多个沿第一水平方

向平行排列并沿垂直于所述第一水平方向的第二水平方向连接至

所述一对连接元件的支撑元件，所述支撑元件为金属杆；

锁固装置，位于所述侧壁的两端用于在锁固状态下阻止所述连接

元件相对所述侧壁沿第一水平方向移动，并在打开状态下允许所

述连接元件相对所述侧壁沿所述第一水平方向移动至至少部分凸

伸出所述匣体外。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杆的

表层镀覆聚醚醚酮树脂。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壁设置

滑槽，所述连接元件嵌设至所述滑槽内并可相对所述滑槽沿所述

第一水平方向移动。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基板

卡匣进一步包括限位机构，所述限位机构用于阻止所述连接元件

与所述滑道分离。

一种玻璃基板卡匣，用于储存玻璃基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玻璃

基板卡匣包括：

匣体，包括一对相互平行且沿竖直方向设置的侧壁；

多个支撑架，设置于所述匣体内且分别用于支撑所述玻璃基板，

所述多个支撑架沿所述竖直方向间隔排布，每一所述支撑架包括

一对分别支撑于所述一对侧壁上的连接元件和多个沿第一水平方

向平行排列并沿垂直于所述第一水平方向的第二水平方向连接至



所述一对连接元件 的支撑元件 ，所述连接元件可相对所述侧壁沿

所述第一水平方 向移动并至少部分凸伸 出所述 匣体外。

[权利要求 6] 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 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元件

为金属杆。

[权利要求 7 ] 根据权利要求 6所述 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属杆 的

表层镀覆聚醚醚酮树脂。

[权利要求 8] 根据权利要求 5所述 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 ，所述侧壁设置

滑槽 ，所述连接元件嵌设至所述滑槽 内并可相对所述滑槽沿所述

第一水平方 向移动。

[权利要求 9 ] 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 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 ，所述玻璃基板

卡匣进一步包括锁 固装置 ，所述锁 固装置位于所述侧壁 的两端用

于在锁 固状态下阻止所述连接元件相对所述滑道沿所述第一水平

方 向移动 ，并在打开状态下允许所述连接元件相对所述滑道沿所

述第一水平方 向移动。

[权利要求 10] 根据权利要求 8所述 的玻璃基板卡匣，其特征在于 ，所述玻璃基板

卡匣进一步包括限位机构 ，所述限位机构用于阻止所述连接元件

与所述滑道分离。

[权利要求 11] 一种玻璃基板 的取放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取放系统包括 ：

玻璃基板卡匣，用于储存玻璃基板 ，所述玻璃基板卡匣包括 匣体

和多个支撑架 ，所述 匣体包括一对相互平行 的侧壁 ，所述多个支

撑架沿竖直方 向间隔排布 ，每一所述支撑架包括一对分别支撑于

所述一对侧壁上 的连接元件和多个沿第一水平方 向平行排列并沿

垂直于所述第一水平方 向的第二水平方 向连接至所述一对连接元

件 的支撑元件 ；

对接装置 ，包括传送机构和升降机构 ，所述升降机构用于调整传

送机构 的高度 ，所述传送机构包括多个沿所述第一水平方 向平行

排列 的传动轴 ；

当所述支撑架相对所述 匣体沿所述第一水平方 向移动并部分凸伸



出所述 匣体外吋 ，所述升降机构传动所述传送机构顶起所述支撑

架所支撑 的所述玻璃基板 ，并 由所述传送机构将所述玻璃基板传

送 出所述支撑架。

根据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取放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元件为

金属杆。

根据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取放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侧壁设置滑

槽 ，所述连接元件嵌设至所述滑槽 内并可相对所述滑槽沿所述第

一水平方 向移动。

根据权利要求 11所述 的取放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送带进一

步包括多个套设至所述传动轴 的滚轮 ，所述滚轮顶起所述玻璃基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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