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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包

括用于供玻璃插装的放料架、用于供玻璃放置的

放置座、上料机械手、切割机、裂片机、移送机械

手、玻璃承接件；所述裂片机包括第一导轨、可移

动地安装在第一导轨上的第一平移座、用于驱动

第一平移座沿第一导轨延伸方向移动的第一驱

动装置、第一工作台、设置在第一平移座上并用

于驱动第一工作台转动的第一旋转驱动装置、刀

具组件；所述刀具组件包括位于第一工作台上方

的刀具、用于驱动刀具升降的第二驱动装置；所

述移送机械手用于提取放置于放置座上的玻璃，

并将玻璃依次移送至切割机、裂片机、玻璃承接

件上。本实用新型可降低操作人员手部被误切伤

的机率，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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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供玻璃插装的放料架、用于供玻璃放置

的放置座、用于将玻璃从放料架移送至放置座上的上料机械手、切割机、裂片机、移送机械

手、玻璃承接件；所述裂片机包括第一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一导轨上的第一平移座、用

于驱动第一平移座沿第一导轨延伸方向移动的第一驱动装置、第一工作台、设置在第一平

移座上并用于驱动第一工作台转动的第一旋转驱动装置、刀具组件；所述刀具组件包括位

于第一工作台上方的刀具、用于驱动刀具升降的第二驱动装置；所述移送机械手用于提取

放置于放置座上的玻璃，并将玻璃依次移送至切割机、裂片机、玻璃承接件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驱动装置为第一直

线电机；所述第一导轨的延伸方向与刀具的延伸方向一致；第一工作台、第二工作台均为真

空吸附工作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第一旋转驱动装置为第一旋

转电机，所述第一旋转电机固定在第一平移座上，且第一旋转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一工作台

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驱动装置包括沿竖

直方向延伸的第二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二导轨上的第一升降座、呈竖直设置的第一丝

杆、用于带动第一丝杆转动的第二旋转电机、匹配地套接在第一丝杆上并与第一升降座连

接的第一丝杆螺母；所述刀具固定在第一升降座上；所述第一导轨的延伸方向与第二导轨

的延伸方向垂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切割机包括第三导轨、

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三导轨上的第二工作台、用于驱动第二工作台沿第三导轨延伸方向移动

的第三驱动装置、切割工具组件；所述切割工具组件包括第四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四导

轨上的移动座、用于驱动移动座沿第四导轨的延伸方向移动的第四驱动装置、固定在移动

座上并沿竖直方向延伸的第五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五导轨上的第二升降座、设置在移

动座上并用于驱动第二升降座升降的第五驱动装置、位于第二工作台上方的玻璃切割工

具、设置在第二升降座上并用于驱动玻璃切割工具转动的第二旋转驱动装置；所述第三导

轨的延伸方向与第四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所述第三导轨、第四导轨的延伸方向分别与第

五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驱动装置为第二直

线电机；所述第四驱动装置为第三直线电机，所述第三直线电机的动力输出端与移动座连

接。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驱动装置包括呈竖

直设置的第二丝杆、固定在移动座上并用于带动第二丝杆转动的第三旋转电机、匹配地套

接在第二丝杆上并与第二升降座连接的第二丝杆螺母。

8.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旋转驱动装置包括

固定在第二升降座上的第四旋转电机；玻璃切割工具包括刀轮；玻璃切割工具还包括轮架，

所述刀轮枢接在轮架上，所述轮架与第四旋转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械手包括第二平

移座、用于驱动第二平移座水平移动的平移驱动装置、第三升降座、设置在第二平移座上并

用于驱动第三升降座升降的升降驱动装置、转动座、设置在第三升降座上并用于驱动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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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转动的第三旋转驱动装置、设置在转动座上的取放件装置。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械手包括呈水

平设置的第六导轨；所述第二平移座可移动地安装在第六导轨上；所述平移驱动装置包括

呈水平设置的第三丝杆、用于驱动第三丝杆转动的第五旋转电机、匹配地套接在第三丝杆

上并与第二平移座固定连接的第三丝杆螺母；所述第二平移座上设置有呈竖直设置的第七

导轨；所述第三升降座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七导轨上；所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呈竖直设置的

第四丝杆、固定在第二平移座上并用于带动第四丝杆转动的第六旋转电机、匹配地套接在

第四丝杆上并与第三升降座固定连接的第四丝杆螺母；第三旋转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第三

升降座上的第七旋转电机，所述第七旋转电机的输出轴与转动座连接；所述转动座可转动

地安装在第三升降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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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手机屏幕等玻璃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操作人员一般先在玻璃上预切割，然

后再持握刀具沿着玻璃切下，将玻璃分裂成多片，完成裂片操作。但通过操作人员手动进行

预切割、裂片操作，容易出现操作人员手部被误切伤的事故，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从而

远不能满足工业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玻璃切割裂片自动

线，其通过采用放料架、放置座、上料机械手、切割机、裂片机、移送机械手、玻璃承接件的结

合设计，可实现预切割、裂片操作，从而无需操作人员手动进行预切割、裂片操作，可降低操

作人员手部被误切伤的机率。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包括用于供玻璃插装的放料架、用于供玻璃放置的放置座、

用于将玻璃从放料架移送至放置座上的上料机械手、切割机、裂片机、移送机械手、玻璃承

接件；所述裂片机包括第一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一导轨上的第一平移座、用于驱动第一

平移座沿第一导轨延伸方向移动的第一驱动装置、第一工作台、设置在第一平移座上并用

于驱动第一工作台转动的第一旋转驱动装置、刀具组件；所述刀具组件包括位于第一工作

台上方的刀具、用于驱动刀具升降的第二驱动装置；所述移送机械手用于提取放置于放置

座上的玻璃，并将玻璃依次移送至切割机、裂片机、玻璃承接件上。

[0006] 所述第一驱动装置为第一直线电机；所述第一导轨的延伸方向与刀具的延伸方向

一致；第一工作台、第二工作台均为真空吸附工作台。

[0007] 第一旋转驱动装置为第一旋转电机，所述第一旋转电机固定在第一平移座上，且

第一旋转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一工作台连接。

[0008] 所述第二驱动装置包括沿竖直方向延伸的第二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二导轨上

的第一升降座、呈竖直设置的第一丝杆、用于带动第一丝杆转动的第二旋转电机、匹配地套

接在第一丝杆上并与第一升降座连接的第一丝杆螺母；所述刀具固定在第一升降座上；所

述第一导轨的延伸方向与第二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

[0009] 所述切割机包括第三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三导轨上的第二工作台、用于驱动

第二工作台沿第三导轨延伸方向移动的第三驱动装置、切割工具组件；所述切割工具组件

包括第四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四导轨上的移动座、用于驱动移动座沿第四导轨的延伸

方向移动的第四驱动装置、固定在移动座上并沿竖直方向延伸的第五导轨、可移动地安装

在第五导轨上的第二升降座、设置在移动座上并用于驱动第二升降座升降的第五驱动装

置、位于第二工作台上方的玻璃切割工具、设置在第二升降座上并用于驱动玻璃切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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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的第二旋转驱动装置；所述第三导轨的延伸方向与第四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所述第

三导轨、第四导轨的延伸方向分别与第五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

[0010] 所述第三驱动装置为第二直线电机；所述第四驱动装置为第三直线电机，所述第

三直线电机的动力输出端与移动座连接。

[0011] 所述第五驱动装置包括呈竖直设置的第二丝杆、固定在移动座上并用于带动第二

丝杆转动的第三旋转电机、匹配地套接在第二丝杆上并与第二升降座连接的第二丝杆螺

母。

[0012] 所述第二旋转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第二升降座上的第四旋转电机；玻璃切割工具

包括刀轮；玻璃切割工具还包括轮架，所述刀轮枢接在轮架上，所述轮架与第四旋转电机的

输出轴连接。

[0013] 所述上料机械手包括第二平移座、用于驱动第二平移座水平移动的平移驱动装

置、第三升降座、设置在第二平移座上并用于驱动第三升降座升降的升降驱动装置、转动

座、设置在第三升降座上并用于驱动转动座转动的第三旋转驱动装置、设置在转动座上的

取放件装置。

[0014] 所述上料机械手包括呈水平设置的第六导轨；所述第二平移座可移动地安装在第

六导轨上；所述平移驱动装置包括呈水平设置的第三丝杆、用于驱动第三丝杆转动的第五

旋转电机、匹配地套接在第三丝杆上并与第二平移座固定连接的第三丝杆螺母；所述第二

平移座上设置有呈竖直设置的第七导轨；所述第三升降座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七导轨上；所

述升降驱动装置包括呈竖直设置的第四丝杆、固定在第二平移座上并用于带动第四丝杆转

动的第六旋转电机、匹配地套接在第四丝杆上并与第三升降座固定连接的第四丝杆螺母；

第三旋转驱动装置包括固定在第三升降座上的第七旋转电机，所述第七旋转电机的输出轴

与转动座连接；所述转动座可转动地安装在第三升降座上。

[0015] 相比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玻璃切割裂

片自动线，其通过采用放料架、放置座、上料机械手、切割机、裂片机、移送机械手、玻璃承接

件的结合设计，可实现预切割、裂片操作，从而无需操作人员手动进行预切割、裂片操作，可

降低操作人员手部被误切伤的机率；而且，还可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切割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第五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第二旋转驱动装置与玻璃切割工具的配合示意图；

[0020] 图5为裂片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第二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7为放料架、放置座、上料机械手的配合示意图；

[0023] 图8为升降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9为平移驱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10为定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11为定位机构的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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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中：100、切割机；110、第三驱动装置；120、第二工作台；130、移动座；140、第四驱

动装置；150、第二升降座；160、第五驱动装置；161、第二丝杆；162、第三旋转电机；163、第二

丝杆螺母；170、玻璃切割工具；180、第二旋转驱动装置；200、裂片机；210、第一平移座；220、

第一驱动装置；230、第一工作台；240、第一旋转驱动装置；250、刀具组件；251、第一升降座；

252、刀具；260、第二驱动装置；261、第一丝杆；262、第二旋转电机；263、第一丝杆螺母；300、

移送机械手；410、放料架；420、放置座；421、第一活动槽；422、第二活动槽；430、上料机械

手；431、第二平移座；432、第三升降座；433、转动座；440、平移驱动装置；441、第三丝杆；

442、第五旋转电机；443、第三丝杆螺母；444、第六导轨；450、升降驱动装置；451、第四丝杆；

452、第六旋转电机；453、第四丝杆螺母；460、第三旋转驱动装置；470、取放件装置；481、第

一定位柱；482、第二定位柱；491、主动轮；492、第八旋转电机；493、从动轮；494、同步带；

4941、同步带其中一侧；4942、同步带另一侧；500、玻璃承接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

在不相冲突的前提下，以下描述的各实施例之间或各技术特征之间可以任意组合形成新的

实施例。

[0029] 如图1-11所示，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包括用于供玻璃插装的放料架410、用于供

玻璃放置的放置座420、用于将玻璃从放料架410移送至放置座420上的上料机械手430、切

割机100、裂片机200、移送机械手300、玻璃承接件500；所述裂片机200包括第一导轨、可移

动地安装在第一导轨上的第一平移座210、用于驱动第一平移座210沿第一导轨延伸方向移

动的第一驱动装置220、第一工作台230、设置在第一平移座210上并用于驱动第一工作台

230转动的第一旋转驱动装置240、刀具组件250；所述刀具组件250包括位于第一工作台230

上方的刀具252、用于驱动刀具252升降的第二驱动装置260；所述移送机械手300用于提取

放置于放置座420上的玻璃，并将玻璃依次移送至切割机100、裂片机200、玻璃承接件500

上。

[0030] 在使用时，玻璃插装在放料架410上，然后通过上料机械手430将玻璃从放料架410

移送至放置座420上，然后通过移送机械手300提取放置于放置座420上的玻璃，并将玻璃先

移送至切割机100上，然后经切割机100进行预切割后，再通过移送机械手300将该玻璃移送

至裂片机200上，并利用裂片机200进行裂片操作，然后再通过移送机械手300将该玻璃移送

至玻璃承接件500上，因而，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其通过采用放料

架410、放置座420、上料机械手430、切割机100、裂片机200、移送机械手300、玻璃承接件500

的结合设计，可实现预切割、裂片操作，从而无需操作人员手动进行预切割、裂片操作，可降

低操作人员手部被误切伤的机率；而且，还可降低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而裂片

机200的裂片操作具体如下：而待移送机械手300将玻璃移送至第一工作台230上后，将玻璃

固定在第一工作台230，然后通过第二驱动装置260工作带动刀具252下移，并通过利用第一

驱动装置220驱动第一平移座210沿第一导轨的延伸方向移动，以将玻璃往刀具252方向进

给可利用刀具252对玻璃不断切削，然后再通过第一旋转驱动装置240带动第一工作台230

转动，调节玻璃方向，然后再通过第一驱动装置220驱动第一平移座210沿第一导轨的延伸

方向移动，将工件往刀具252方向进给可利用刀具252再对玻璃切削，将玻璃分裂成多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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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裂片操作。所述第一驱动装置220为第一直线电机，从而方便于安装。

[0031] 第一旋转驱动装置240为第一旋转电机，所述第一旋转电机固定在第一平移座210

上，且第一旋转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一工作台230连接，在使用时，第一旋转电机的输出轴转

动，可带动第一工作台230转动。而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工作台230可转动地安装在第一

平移座210上。

[0032] 所述第二驱动装置260包括沿竖直方向延伸的第二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二导

轨上的第一升降座251、呈竖直设置的第一丝杆261、用于带动第一丝杆261转动的第二旋转

电机262、匹配地套接在第一丝杆261上并与第一升降座251连接的第一丝杆螺母263；所述

刀具252固定在第一升降座251上。在使用时，第二旋转电机262工作，带动第一丝杆261转

动，从而可促使第一丝杆螺母263沿着第一丝杆261的轴向移动，以带动第一升降座251升

降，从而可带动刀具252升降。而通过将第二驱动装置260采用第一丝杆261、第二旋转电机

262、第一丝杆螺母263的结合设计，可提高第一升降座251升降的精确性。

[0033] 所述第一导轨的延伸方向与第二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所述第一导轨的延伸方向

与刀具252的延伸方向一致。

[0034] 该裂片机200包括两第一导轨；所述第二驱动装置260包括两第二导轨，第一平移

座210可移动地安装在该两第一导轨上，第一升降座251可移动地安装在该两第二导轨上，

从而可提高移动的平稳性。

[0035] 切割机100包括第三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三导轨上的第二工作台120、用于驱

动第二工作台120沿第三导轨的延伸方向X移动的第三驱动装置110、切割工具组件；所述切

割工具组件包括第四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四导轨上的移动座130、用于驱动移动座130

沿第四导轨的延伸方向Y移动的第四驱动装置140、固定在移动座130上并沿竖直方向延伸

的第五导轨、可移动地安装在第五导轨上的第二升降座150、设置在移动座130上并用于驱

动第二升降座150升降的第五驱动装置160、位于第二工作台120上方的玻璃切割工具170、

设置在第二升降座150上并用于驱动玻璃切割工具170转动的第二旋转驱动装置180。在使

用时，先将玻璃固定在第二工作台120上，并通过第三驱动装置110驱动第二工作台120沿第

三导轨延伸方向X移动，以将玻璃带动至玻璃切割工具170的下方，然后通过第五驱动装置

160驱动第二升降座150下降，并利用第四驱动装置140驱动移动座130沿第四导轨的延伸方

向Y移动，以带动玻璃切割工具170相对于玻璃沿第四导轨延伸方向Y移动，以在第四导轨的

延伸方向上进给，对玻璃进行预切割。当然，在使用时，还可通过第二旋转驱动装置180带动

玻璃切割工具170转动调节玻璃切割工具170的方向，然后通过利用第三驱动装置110驱动

第二工作台120沿第三导轨延伸方向X移动，使得工件可相对于玻璃切割工具170沿第三导

轨延伸方向移动，以在第三导轨延伸的延伸方向上进给，对玻璃进行预切割。

[0036] 所述第三导轨的延伸方向与第四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所述第三导轨、第四导轨

的延伸方向分别与第五导轨的延伸方向垂直。

[0037] 优选的，所述第三驱动装置110为第二直线电机，从而方便于安装。

[0038] 优选的，所述第四驱动装置140为第三直线电机，所述第三直线电机的动力输出端

与移动座130连接，从而方便于安装。在使用时，第三直线电机工作，带动移动座130移动。

[0039] 优选的，所述第五驱动装置160包括呈竖直设置的第二丝杆161、固定在移动座130

上并用于带动第二丝杆161转动的第三旋转电机162、匹配地套接在第二丝杆161上并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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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升降座150连接的第二丝杆螺母163。在使用时，第三旋转电机162工作，带动第二丝杆161

转动，从而可促使第二丝杆螺母163沿着第二丝杆161的轴向移动，以带动第二升降座150升

降。而通过将第五驱动装置160采用第二丝杆161、第三旋转电机162、第二丝杆螺母163的结

合设计，可提高第二升降座150升降的精确性。

[0040] 该切割机100包括两第三导轨，所述第二工作台120可移动地安装在两第三导轨

上；所述切割工具组件包括两第四导轨，所述移动座130可移动地安装在第四导轨上，以提

高移动的稳定性。

[0041] 移动座130上固定有两第五导轨，第二升降座150可移动地安装在该两第五导轨

上，以提高第二升降座150升降的稳定性。

[0042] 所述第二旋转驱动装置180包括固定在第二升降座150上的第四旋转电机，从而方

便于安装。在使用时，通过第四旋转电机工作，可带动玻璃切割工具170转动，以调节玻璃切

割工具170的切割角度。

[0043] 优选的，玻璃切割工具170包括刀轮。具体的，玻璃切割工具170还包括轮架，所述

刀轮枢接在轮架上，所述轮架与第四旋转电机的输出轴连接。

[004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移送机械手300采用真空吸附装置，以利用吸附的方式提取工

件，当然，所述移送机械手不限于上述结构，可采用现有的任意一种机械手，只要可用于提

取放置于放置座420上的玻璃，并将玻璃依次移送至切割机100、裂片机200、玻璃承接件500

上即可。

[0045] 其中，所述第一工作台230、第二工作台120均为真空吸附工作台，以可通过吸附的

方式将工件固定在其上。

[0046] 所述上料机械手430包括第二平移座431、用于驱动第二平移座431水平移动的平

移驱动装置440、第三升降座432、设置在第二平移座431上并用于驱动第三升降座432升降

的升降驱动装置450、转动座433、设置在第三升降座432上并用于驱动转动座433转动的第

三旋转驱动装置460、设置在转动座433上的取放件装置470。在使用时，上料机械手430的升

降驱动装置450带动第三升降座432下降，从而可利用取放件装置470从放料架410提取玻

璃，然后通过升降驱动装置450带动第三升降座432上升，并利用第三旋转驱动装置460驱动

转动座433转动，以带动玻璃从竖直状态转动至水平状态，然后利用平移驱动装置440带动

第二平移座431朝着靠近放置座420方向水平移动，再通过升降驱动装置450驱动第三升降

座432下降，而待玻璃下降至放置座420上后，取放件装置470释放玻璃，从而可将玻璃从放

料架410移送至放置座420上，因而，通过合理设置上料机械手430，可利用上料机械手430将

玻璃从放料架410移送至放置座420上，从而无需操作人员手动移送玻璃，可减轻操作人员

的劳动强度。

[0047] 所述上料机械手430包括呈水平设置的第六导轨444；所述第二平移座431可移动

地安装在第六导轨444上；所述平移驱动装置440包括呈水平设置的第三丝杆441、用于驱动

第三丝杆441转动的第五旋转电机442、匹配地套接在第三丝杆441上并与第二平移座431固

定连接的第三丝杆螺母443。在使用时，第五旋转电机442工作，带动第三丝杆441转动，从而

可促使第三丝杆螺母443沿着第三丝杆441的轴向移动，从而可带动第二平移座431移动。

[0048] 该上料机械手430包括相互平行的两第六导轨444，所述第二平移座431可移动地

安装在该两第六导轨444上，从而使得第二平移座431的移动更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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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所述第二平移座431上设置有呈竖直设置的第七导轨；所述第三升降座432可移动

地安装在第七导轨上；所述升降驱动装置450包括呈竖直设置的第四丝杆451、固定在第二

平移座431上并用于带动第四丝杆451转动的第六旋转电机452、匹配地套接在第四丝杆451

上并与第三升降座432固定连接的第四丝杆螺母453。在使用时，第六旋转电机452工作，带

动第四丝杆451转动，从而可促使第四丝杆螺母453沿着第四丝杆451的轴向移动，以带动第

三升降座432升降。

[0050] 所述第二平移座431上设置有相互平行的两第七导轨；所述第三升降座432可移动

地安装在该两第七导轨上，从而使得第三升降座432的升降更为平稳。

[0051] 第三旋转驱动装置460包括固定在第三升降座432上的第七旋转电机，所述第七旋

转电机的输出轴与转动座433连接，从而通过第七旋转电机的输出轴转动，可带动转动座

433转动。而本实用新型通过将第三旋转驱动装置460采用第七旋转电机，可方便于安装。所

述转动座433可转动地安装在第三升降座433上。

[0052] 所述放置座420的其中一端设置有第一活动槽421，另一端设置有第二活动槽422，

该玻璃切割裂片自动线还包括定位机构；所述定位机构包括位于放置座420下方的底架、枢

接在底架上的主动轮491、用于驱动主动轮491转动的第八旋转电机492、枢接在底架上的从

动轮493、绕设于主动轮491和从动轮493上的同步带494、连接在同步带其中一侧4941上的

第一定位座、连接在同步带另一侧4942上的第二定位座；所述第一定位座包括穿插于第一

活动槽421内的第一定位柱481，第二定位座包括穿插于第二活动槽422内的第二定位柱

482。在使用时，而待上料机械手430将玻璃移送至放置座420上后，可通过第八旋转电机492

的输出轴正向转动，可带动主动轮491正向转动，以带动同步带494传动，从而可带动第一定

位柱481和第二定位柱482相向运动，以利用第一定位柱481和第二定位柱482对放置座420

上的玻璃进行定位，以方便于后续移送机械手300取件。

[0053] 所述放料架410上设置有开口朝上并用于供玻璃插装的插装槽。

[0054] 其中，所述取放件装置470可采用真空吸附装置、夹持装置等等，只要可取放玻璃

即可。

[0055]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实用新型保护

的范围，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及替换均属

于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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