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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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663517.1

(22)申请日 2019.07.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43610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12

(73)专利权人 苏州艾斯达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15000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泰山路2

号和枫产业园中试创业基地A栋101室

(72)发明人 沙伟中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权航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32280

代理人 刘娟

(51)Int.Cl.

B65G 1/04(2006.01)

B65G 1/137(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4847271 U,2015.12.09

CN 104843486 A,2015.08.19

CN 104843486 A,2015.08.19

CN 104268738 A,2015.01.07

CN 205471677 U,2016.08.17

CN 206411710 U,2017.08.15

CN 107597624 A,2018.01.19

CN 206665470 U,2017.11.24

CN 207985868 U,2018.10.19

CN 109279330 A,2019.01.29

CN 208361396 U,2019.01.11

CN 208278928 U,2018.12.25

CN 205328181 U,2016.06.22

US 2014083818 A1,2014.03.27

US 6705523 B1,2004.03.16

审查员 李璐

 

(54)发明名称

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

法，其有益效果在于，采用智能仓储、自动上料

机、自动上料注册移载一体机、X‑ray点料机、AGV

智能运输车等组成物流系统，经由人工备料区，

相应的料盘会被AGV移送至一体机机(经接驳台)

进行REELID贴标，目的是对具体料盘进行信息追

溯并提供系统管理，经自动上料机入料至智能仓

储存放料盘，智能仓储出库物料出库并提供一种

收盘机能够将料盘整理出库，以及运输到接驳台

再经AGV运输至线边使用；当线边使用完毕的尾

料，再经过接驳台中转，进入物流体系内经X‑ray

点料后再回库。本发明中采用自动化的技术实现

料盘的入库、出库和回库的过程，其中出库过程

中采用了收盘机结构实现对料盘的整理运输，真

正的实现了到达线边端的全自动物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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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用于管理电子器件料盘的物流流程，包括智能仓

储，用于串料的人工操作区，若干个接驳台以及AGV智能运输车，自动贴标一体机、x‑ray点

料机，其特征在于，通过以下步骤实现料盘的入库：

步骤一，在串料的人工操作区将料盘串接于载具之上，并通过AGV智能运输车接料；

步骤二，AGV智能运输车接驳载具之后移送至接驳台，通过接驳台装置将载具移送至贴

标一体机的上料口，贴标一体机自动识别打标、机械手臂贴标、并将贴好标签的料盘逐一送

至下料口载具内，完成后载具自动退至接驳台；

步骤三，AGV智能运输车将贴好标的料盘载具移送至自动上料机，通过上料机机械手将

料盘放至智能仓储的入口处，通过工业CCD相机扫描料盘的信息，并绑定仓储储位信息后，

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料盘存放至相应储位中；通过以下步骤实现料盘的出库，

步骤四，工单系统下发工单信息给智能仓储，所述的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获取对应

的工单信息的料盘移送至智能仓储的出料传输带上，通过自动收盘机将料盘收纳于料盘架

体内；

步骤五，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移送至库外对接接驳台，通过AGV智能运输车送至线边；

通过以下步骤实现尾料的回库，

步骤六，当剩余载有尾料的载具被送至库外对接接驳台后，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移送

至库内指定位置，人工上料至备料区载具上，并通过AGV智能运输车送至X‑ray点料机点料

后，再通过AGV运输车将载具送至智能仓储的上料口；

步骤七，自动上料机的上料机机械手将料盘放至智能仓储的入口处，通过工业CCD相机

扫描料盘的信息，并绑定仓储储位信息后，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料盘存放至相应储位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自动收盘

机包括框架体，所述的框架体设置有能够容置料盘架体的空间，所述的框架体的一侧设置

有第一升降装置，所述的第一升降装置能够将所述的料盘架体移送入框架体内并将料盘架

体提升或者下降；所述的框架体的另一侧设置有第二升降装置，所述的第二升降装置包括

一个用于承载料盘的第二载物台，所述第二载物台能够上下移动；以及一个顶推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升降

装置包括第一皮带传送线以及第一载物台，所述的第一载物台与第一丝杆抬升装置连接，

所述的第一丝杆抬升装置包括第一丝杆、第一导向柱、第一电机，所述的第一丝杆、第一导

向柱、第一电机设置于箱体一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升降

装置包括第二皮带传送线、第二电机、升降板、导向轴、套筒，所述的第二电机、升降板、导向

轴、套筒设置于箱体二内，以及支撑框架，所述的第二皮带传送线安设于支撑框架上，所述

的支撑框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的升降板上，所述的升降板的两个边侧位置与套筒连接，所

述的套筒与导向轴套接；所述的第二皮带传送线的端部设置有光电感应装置，当料盘抵达

预设位置点时触发光电感应装置，所述的第二皮带传送线停止传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顶推装置

包括支架，所述的支架的一端固定于箱体二上，所述的支架下方设置有固定板，所述的固定

板的一端设置有步进电机，所述的步进电机通过带轮传动带动移动块移动，所述的移动块

前段设置有缓冲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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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对半导体元器件在工厂内进行物流管理的方法，具体涉及SMT料

盘在智能仓储内完成入库、出库和尾料回库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SMT料盘是半导体元器件常用的存储单位。现有技术中料盘是存放于仓库的栅格

内或者放置于静电箱内存储于货架上。人工捡料、搬运、入库出库是一件低效率的事情。同

时相关的物料使用完毕后，会有部分物料任然需要被送回仓储内存放。为了进一步提升仓

储的效率，申请人结合已有的智能仓储、一体贴标机、点数机等研发了一套智能物流管理方

法，采用自动化的方式实现SMT料盘的入库、出库和尾料回库的过程。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目的是，提

供一种能够采用自动化方法实现实现SMT料盘的入库、出库和尾料回库的过程。

[0004] 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用于管理电子器件料盘的物流流程，包括智能

仓储，用于串料的人工操作区，若干个接驳台以及AGV智能运输车，自动贴标一体机、x‑ray

点料机，其特征在于，通过以下步骤实现料盘的入库：

[0005] 步骤一，在串料的人工操作区将料盘串接于载具之上，并通过AGV智能运输车接

料；

[0006] 步骤二，AGV智能运输车接驳载具之后移送至接驳台，通过接驳台装置将载具移送

至贴标一体机的上料口，贴标一体机自动识别打标、机械手臂贴标、并将贴好标签的料盘逐

一送至下料口载具内，完成后载具自动退至接驳台；

[0007] 步骤三，AGV智能运输车将贴好标的料盘载具移送至自动上料机，通过上料机机械

手将料盘放至智能仓储的入口处，通过工业CCD相机扫描料盘的信息，并绑定仓储储位信息

后，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料盘存放至相应储位中；

[0008] 通过以下步骤实现料盘的出库，

[0009] 步骤四，工单系统下发工单信息给智能仓储，所述的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获取

对应的工单信息的料盘移送至智能仓储的出料传输带上，通过自动收盘机将料盘收纳于料

盘架体内；

[0010] 步骤五，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移送至库外对接接驳台，通过AGV智能运输车送至

线边；

[0011] 通过以下步骤实现尾料的回库，

[0012] 步骤六，当剩余载有尾料的载具被送至库外对接接驳台后，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

移送至库内指定位置，人工上料至备料区载具上，并通过AGV智能运输车送至X‑ray点料机

点料后，再通过AGV运输车将载具送至智能仓储的上料口；

[0013] 步骤七，自动上料机的上料机机械手将料盘放至智能仓储的入口处，通过工业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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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扫描料盘的信息，并绑定仓储储位信息后，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料盘存放至相应储

位中。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自动收盘机包括框架体，所述的框架体设置有能够容置料盘架

体的空间，所述的框架体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升降装置，所述的第一升降装置能够将所述的

料盘架体移送入框架体内并将料盘架体提升或者下降；所述的框架体的另一侧设置有第二

升降装置，所述的第二升降装置包括一个用于承载料盘的第二载物台，所述第二载物台能

够上下移动；以及一个顶推装置。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升降装置包括第一皮带传送线以及第一载物台，所述的第

一载物台与第一丝杆抬升装置连接，所述的第一丝杆抬升装置包括第一丝杆、第一导向柱、

第一电机，所述的第一丝杆、第一导向柱、第一电机设置于箱体一内。

[0016]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二升降装置包括第二皮带传送线、第二电机、升降板、导向轴、

套筒，所述的第二电机、升降板、导向轴、套筒设置于箱体二内，以及支撑框架，所述的第二

皮带传送线安设于支撑框架上，所述的支撑框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的升降板上，所述的升

降板的两个边侧位置与套筒连接，所述的套筒与导向轴套接；所述的第二皮带传送线的端

部设置有光电感应装置，当料盘抵达预设位置点时触发光电感应装置，所述的第二皮带传

送线停止传送。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顶推装置包括支架，所述的支架的一端固定于箱体二上，所述的

支架下方设置有固定板，所述的固定板的一端设置有步进电机，所述的步进电机通过带轮

传动带动移动块移动，所述的移动块前段设置有缓冲垫块。

[0018] 进一步的，所述的自动收盘机在使用时，具体流程如下：

[0019] 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运送至自动收盘机一侧的位置，料盘架体将通过第一升降

装置的皮带传送线将料盘架体移送入支撑框架的升降板上，而所述的电机启动将升降板提

升至适当位置；

[0020] 所述的第二升降装置将带动所述的皮带传送线移动至适当位置，使得从智能仓储

内被运送出来的料盘能够被移送至皮带传送线上，料盘运送至皮带传送线上触发所述的光

电感应装置后停止传送，所述的电机带动升降板向上提升至适当位置后，步进电机带动移

动块移动，所述的缓冲垫块推动料盘进入料盘架体内。

[0021] 进一步的，还包括控制智能仓储内温度和湿度的步骤，当智能仓储内的恒温恒湿

传感器监测到恒温恒湿控制箱内的湿度高于阈值5％时，恒温恒湿控制器给压缩机电信号，

启动压缩机，蒸发器制冷除湿。

[002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有益效果在于，采用智能仓储、

AGV智能运输车组成物流系统，经由人工捡料区域拣选料盘之后，相应的料盘会被载具移送

至接驳台依次进行信息贴标目的是对具体料盘进行信息追溯并提供给系统管理，智能仓储

入库存放料盘，智能仓储出库物料出库并提供一种自动收盘机能够将料盘整理出库，以及

运输到接驳台运输至线边使用；当线边使用完毕的尾料，再经过接驳台中转，进入物流体系

内再回库。本发明中采用自动化的技术实现料盘的入库、出库和回库的过程，其中出库过程

中采用了自动收盘机结构实现对料盘的整理运输，真正的实现了到达线边端的全自动物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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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24] 附图1为本发明中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中物流系统的布置图；

[0025] 附图2为本发明中自动收盘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3为本发明中自动收盘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4为图3部分的放大示意图；

[0028] 附图5为本发明中第二升降装置内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003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半导体智能物流管理方法，其用于管理电子器件料盘的物流流

程，包括智能仓储1，用于串料的人工操作区2，若干个接驳台以及AGV智能运输车，通过以下

步骤实现料盘的入库：

[0031] 步骤一，在串料的人工操作区2将料盘串接于载具之上，并通过AGV智能运输车接

料；

[0032] 步骤二，AGV智能运输车接驳载具之后移送至自动上料注册贴标移载一体机3，通

过接驳台装置将载具移送至贴标一体机的上料口，贴标一体机自动识别打标、机械手臂贴

标、并将贴好标签的料盘逐一送至下料口载具内，完成后载具自动退至接驳台；

[0033] 步骤三，AGV智能运输车将贴好标的料盘载具移送至自动上料机4，通过上料机机

械手将料盘放至智能仓储的入口处，通过工业CCD相机扫描料盘的信息，并绑定仓储储位信

息后，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料盘存放至相应储位中；

[0034] 通过以下步骤实现料盘的出库，

[0035] 步骤四，工单系统下发工单信息给智能仓储，所述的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获取

对应的工单信息的料盘移送至智能仓储的出料传输带上，通过自动收盘机5将料盘收纳于

料盘架体内；

[0036] 步骤五，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移送至库外对接接驳台6，通过AGV智能运输车送至

线边；

[0037] 通过以下步骤实现尾料的回库，

[0038] 步骤六，当剩余载有尾料的载具被送至库外对接接驳台后，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

移送至库内指定位置，人工上料至备料区载具上，并通过AGV智能运输车送至X‑ray点料机

7，再通过AGV运输车将载具送至上料机；

[0039] 步骤七，AGV智能运输车将下料口的料盘载具移送至自动上料机4，通过上料机机

械手将料盘放至智能仓储的入口处，通过工业CCD相机扫描料盘的信息，并绑定仓储储位信

息后，智能仓储内的机械手将料盘存放至相应储位中。

[0040] 如图2所示所述的自动收盘机5包括框架体51，所述的框架体51设置有能够容置料

盘架体的空间，所述的框架体51的一侧设置有第一升降装置52，所述的第一升降装置52能

够将所述的料盘架体53移送入框架体内并将料盘架体53提升或者下降；所述的框架体5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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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侧设置有第二升降装置54，所述的第二升降装置54包括一个用于承载料盘的载物台

55，所述载物台55能够上下移动；以及一个顶推装置56。

[0041] 所述的第一升降装置52包括皮带传送线以及一个载物台，所述的载物台与丝杆抬

升装置连接，所述的丝杆抬升装置包括丝杆、导向柱、电机，所述的丝杆、导向柱、电机设置

于箱体一内。

[0042] 所述的第二升降装置54包括皮带传送线、电机、升降板、导向轴、套筒，所述的电

机、升降板、导向柱、套筒设置于箱体二541内，以及支撑框架，所述的皮带传送线安设于支

撑框架上，所述的支撑框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的升降板543上，所述的升降板的两个边侧位

置与套筒546连接，所述的套筒546与导向柱547套接；所述的皮带传送线的端部设置有光电

感应装置548，当料盘抵达预设位置点时触发光电感应装置，所述的皮带传送线停止传送。

[0043] 所述的顶推装置56包括支架561，所述的支架561的一端固定于箱体二541上，所述

的支架561下方设置有固定板562，所述的固定板562的一端设置有步进电机563，所述的步

进电机563通过带轮传动带动移动块564移动，所述的移动块564前段设置有缓冲垫块565。

[0044] 所述的自动收盘机在使用时，具体流程如下：

[0045] AGV智能运输车将载具运送至自动收盘机一侧的位置，料盘架体将通过第一升降

装置的皮带传送线将料盘架体移送入支撑框架的升降板上，而所述的电机启动将升降板提

升至适当位置；

[0046] 所述的第二升降装置将带动所述的皮带传送线移动至适当位置，使得从智能仓储

内被运送出来的料盘能够被移送至皮带传送线上，料盘运送至皮带传送线上触发所述的光

电感应装置后停止传送，所述的电机带动升降板向上提升至适当位置后，步进电机带动移

动块移动，所述的缓冲垫块推动料盘进入料盘架体内。

[0047] 还包括控制智能仓储内温度和湿度的步骤，当智能仓储内的恒温恒湿传感器监测

到恒温恒湿控制箱内的湿度高于阈值5％是，恒温恒湿控制器给压缩机电信号，启动压缩

机，蒸发器制冷除湿。

[004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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