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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

泽检测装置及其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00、

扫码装置对顶/侧工件进行扫码操作，进行信息

读取与绑定；再将绑定后的顶/侧工件送至上料

装置；S200、上料机构于移载位将顶/侧工件送至

移载机构；移载机构带动顶/侧工件运动至色差

检测位与光泽检测位，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

装置分别对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上传至控

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数据库内的等级筛分信息

对检测后的顶/侧工件进行筛分；移载机构再带

动顶/侧工件运动至下料位；S300、下料机械手根

据控制系统的筛分结果将顶/侧工件送至对应的

下料传送带；本发明可以同批次对不同工件进行

外观检测，并且在提高了检测效率的同时，大大

减少了检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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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水平设置的工作平台，工

作平台上设有，

上料机构，其包括扫码装置以及两个上料装置；所述上料装置包括上料轨道、载具以及

上料驱动装置；所述载具两侧与顶部分别设有侧吸附工位以及顶吸附工位，侧吸附工位用

于侧工件的上料，顶吸附工位用于顶工件的上料；

检测通道，其包括用于侧工件与顶工件运输的移载机构与架设在移载机构上方的检测

机构，所述移载机构沿传输方向依次设置有移载位、色差检测位、光泽检测位、下料位；所述

移载机构包括结构相同且相对设置的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置，以及设在第一移载装

置与第二移载装置之间的第三移载装置，所述第三移载装置对应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

装置；

所述检测机构包括前壁面与后壁面上均固定有滑轨的固定架、与滑轨滑动连接的升降

安装座以及驱动升降安装座往复运动的驱动装置，每个升降安装座的升降端分别安装有色

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

下料机构，其包括下料机械手以及若干下料传送带，下料机械手用于将侧工件与顶工

件取放至下料传送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移载装置包括第一移载轨道、第一移载平台以及第一移载驱动装置；所述第一移载平台上

设有用于夹持吸附所述顶工件的第一夹持机构，以及用于夹持吸附所述侧工件的第二夹持

机构，所述第二夹持机构位于第一夹持机构两侧；

所述第一夹持机构包括第一升降机构以及第一真空吸盘，第一升降机构带动第一真空

吸盘做升降运动，所述第一真空吸盘的两侧分别设有真空吸嘴，用于两个顶工件的吸附；所

述第二夹持机构包括第二水平移动机构、第二旋转机构以及第二真空吸盘，第二水平移动

机构带动第二旋转机构做水平往复运动，第二旋转机构带动第二真空吸盘选择性的做自转

运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三

移载装置包括第三移载轨道、第三移载平台以及第三移载驱动装置；所述第三移载平台的

四角分别上设有所述第二夹持机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色差

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处均设有传感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

平台为大理石材料。

6.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检测装置，其包括水平设置的工作平台，工作平台上设有，

上料机构，其包括扫码装置以及两个上料装置；所述上料装置包括上料轨道、载具以及

上料驱动装置；所述载具两侧与顶部分别设有侧吸附工位以及顶吸附工位，侧吸附工位用

于侧工件的上料，顶吸附工位用于顶工件的上料；

检测通道，其包括移载机构与架设在移载机构上方的检测机构；所述移载机构包括结

构相同且相对设置的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置，以及设在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

置之间的第三移载装置，所述第三移载装置对应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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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检测机构包括前壁面与后壁面上均固定有滑轨的固定架、与滑轨滑动连接的升降

安装座以及驱动升降安装座往复运动的驱动装置，每个升降安装座的升降端分别安装有色

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

下料机构，其包括下料机械手以及若干下料传送带，下料机械手用于将侧工件与顶工

件取放至下料传送带；

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00、扫码装置对顶/侧工件进行扫码操作，进行信息读取与绑定；再将绑定后的顶/侧

工件送至上料装置；

S200、上料机构于移载位将顶/侧工件送至移载机构；移载机构带动顶/侧工件运动至

色差检测位与光泽检测位，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分别对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

上传至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数据库内的等级筛分信息对检测后的顶/侧工件进行筛分；

移载机构再带动顶/侧工件运动至下料位；

S300、下料机械手根据控制系统的筛分结果将顶/侧工件送至对应的下料传送带。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的操作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S200包括以下步骤：

S211、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同时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

前侧进行上料操作；

S212、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运动至色差

检测位进行色差检测；同时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同时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

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进行上料操作；

S213、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运动至光泽

检测位进行光泽检测；同时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运动至色

差检测为并进行色差检测；

S214、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运动至下料

位进行下料操作；同时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运动至光泽检

测位进行光泽检测；

S215、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完成下料操

作后，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也运动至下料位进行下料操作；

S216、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回到移载位，并重

复S211‑S216。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的操作方法，所述S200

包括以下步骤：

S221、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

前侧、以及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后侧进行上料操作；

S222、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依次进行运动；所述色差检测装

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前侧进行色差检测；

S223、当所述光泽检测装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前

侧进行光泽检测时，所述色差检测装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

置的后侧进行色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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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4、当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前侧依次到达下料位进行下

料时，所述光泽检测装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后侧进行

光泽检测；

S225、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后侧依次到达下料位并进行依

次下料；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一完成下料操作，便回到移载位进行

上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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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及其操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缺陷检测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

装置及其操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外观缺陷检测技术涉及光学、电子信息学、机器人控制学、计算机视觉等多项

科学技术，能够对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外观缺陷进行自动检测。目前工业外观缺陷图像

检测技术已经在PCB、纺织、印刷品、医药等行业有了广泛的应用。

[0003] 传统的人工检验手段用人多、成本高、效率低，尤其是涉及到很多的细小精密零部

件时，在加工或者使用这些零部件时，需要对这些零部件进行外观检测，去除不良品。目前，

对于这些零部件的外观检测和辨别大多是人工肉眼进行，但是由于这些细小精密零部件的

体积小且数量多，而且料件一般只是尺寸大小不同，其外貌基本无法区分不同之处(比如圆

环形料件)，因此，人工检测或者人工与辅助设备结合进行检测的方式需长期高度的集中注

意力，伴随着光源的补给，长时间的工作，工作人员容易分散注意力或因视觉疲劳而出现各

种纰漏，最终无法确保检测质量，工作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及其操作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

检测装置，包括水平设置的工作平台，工作平台上设有，

上料机构，其包括扫码装置以及两个上料装置；所述上料装置包括上料轨道、载具

以及上料驱动装置；所述载具两侧与顶部分别设有侧吸附工位以及顶吸附工位，侧吸附工

位用于侧工件的上料，顶吸附工位用于顶工件的上料；

检测通道，其包括用于侧工件与顶工件运输的移载机构与架设在移载机构上方的

检测机构，所述移载机构沿传输方向依次设置有移载位、色差检测位、光泽检测位、下料位；

所述移载机构包括结构相同且相对设置的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置，以及设在第一移

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置之间的第三移载装置，所述第三移载装置对应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

移载装置；

所述检测机构包括前壁面与后壁面上均固定有滑轨的固定架、与滑轨滑动连接的

升降安装座以及驱动升降安装座往复运动的驱动装置，每个升降安装座的升降端分别安装

有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

下料机构，其包括下料机械手以及若干下料传送带，下料机械手用于将侧工件与

顶工件取放至下料传送带。

[0006] 优选地，所述第一移载装置包括第一移载轨道、第一移载平台以及第一移载驱动

装置；所述第一移载平台上设有用于夹持吸附所述顶工件的第一夹持机构，以及用于夹持

吸附所述侧工件的第二夹持机构，所述第二夹持机构位于第一夹持机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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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一夹持机构包括第一升降机构以及第一真空吸盘，第一升降机构带动第一

真空吸盘做升降运动，所述第一真空吸盘的两侧分别设有真空吸嘴，用于两个顶工件的吸

附；所述第二夹持机构包括第二水平移动机构、第二旋转机构以及第二真空吸盘，第二水平

移动机构带动第二旋转机构做水平往复运动，第二旋转机构带动第二真空吸盘选择性的做

自转运动。

[0007] 优选地，所述第三移载装置包括第三移载轨道、第三移载平台以及第三移载驱动

装置；所述第三移载平台的四角分别上设有所述第二夹持机构。

[0008] 优选地，所述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处均设有传感器。

[0009] 优选地，所述工作平台为大理石材料。

[0010] 本申请还请求保护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的操作方法，包括，

检测装置，其包括水平设置的工作平台，工作平台上设有，

上料机构，其包括扫码装置以及两个上料装置；所述上料装置包括上料轨道、载具

以及上料驱动装置；所述载具两侧与顶部分别设有侧吸附工位以及顶吸附工位，侧吸附工

位用于侧工件的上料，顶吸附工位用于顶工件的上料；

检测通道，其包括移载机构与架设在移载机构上方的检测机构；所述移载机构包

括结构相同且相对设置的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置，以及设在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

载装置之间的第三移载装置，所述第三移载装置对应第一移载装置与第二移载装置；

所述检测机构包括前壁面与后壁面上均固定有滑轨的固定架、与滑轨滑动连接的

升降安装座以及驱动升降安装座往复运动的驱动装置，每个升降安装座的升降端分别安装

有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

下料机构，其包括下料机械手以及若干下料传送带，下料机械手用于将侧工件与

顶工件取放至下料传送带；

操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00、扫码装置对顶/侧工件进行扫码操作，进行信息读取与绑定；再将绑定后的

顶/侧工件送至上料装置；

S200、上料机构于移载位将顶/侧工件送至移载机构；移载机构带动顶/侧工件运

动至色差检测位与光泽检测位，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分别对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

数据上传至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数据库内的等级筛分信息对检测后的顶/侧工件进行

筛分；移载机构再带动顶/侧工件运动至下料位；

S300、下料机械手根据控制系统的筛分结果将顶/侧工件送至对应的下料传送带。

[0011] 优选地，所述S200包括以下步骤：

S211、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同时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

装置前侧进行上料操作；

S212、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运动至

色差检测位进行色差检测；同时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同时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

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进行上料操作；

S213、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运动至

光泽检测位进行光泽检测；同时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运动

至色差检测为并进行色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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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4、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运动至

下料位进行下料操作；同时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运动至光

泽检测位进行光泽检测；

S215、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完成下

料操作后，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后侧也运动至下料位进行下料

操作；

S216、移载机构带动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回到移载位，

并重复S211‑S216。

[0012] 优选地，所述S200包括以下步骤：

S221、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

置的前侧、以及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后侧进行上料操作；

S222、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依次进行运动；所述色差检

测装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前侧进行色差检测；

S223、当所述光泽检测装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

的前侧进行光泽检测时，所述色差检测装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

载装置的后侧进行色差检测；

S224、当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前侧依次到达下料位进

行下料时，所述光泽检测装置依次对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后侧

进行光泽检测；

S225、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后侧依次到达下料位并进

行依次下料；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一完成下料操作，便回到移载位

进行上料操作。

[0013]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

1、本发明可以同时检测不同类型的工件，并且可以实现多种工件同一工序的一次

性检测，提升了检测效率，且整个装置的布局紧凑，节省了设备的占地空间；

2、本发明的第二夹持机构能够实现360°旋转，可以在同一工位进行多面检测，能

够适应于大批量细小精密零部件的检测，检测效率高、速度快、检测数据精准；

3、本发明的传感器能够通过自动调节第二夹持机构的角度，并在有角度偏差的时

候角度补偿与高度补偿，省去了人工操作，减小了调节误差；

4、本发明的两个上料装置、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第三移载装置、色差检

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的等待工作时间均大大减少，尤其是大大增加了色差检测装置与光

泽检测装置的利用效率，大大减少了检测与复位的时间；

5、本发明的方法简单易行，大大降低了检测成本，适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移载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上料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第一移载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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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本发明检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下料机械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其中：1、工作平台；2、扫码装置；3、载具；4、侧吸附工位；5、顶吸附工位；6、第一移

载装置；7、第二移载装置；8、第三移载装置；9、升降安装座；10、色差检测装置；11、光泽检测

装置；12、传感器；13、第一夹持机构；14、第二夹持机构；15、第一真空吸盘；16、第二真空吸

盘；17、下料传送带；18、下料机械手；19、正吸附嘴；20、侧吸附嘴。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17] 实施例1

请参照图1‑5，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水平设

置的工作平台1，工作平台1上设有，

上料机构，其包括扫码装置2以及两个上料装置；所述上料装置包括上料轨道、载

具3以及上料驱动装置；所述载具3两侧与顶部分别设有侧吸附工位4以及顶吸附工位5，侧

吸附工位4用于侧工件的上料，顶吸附工位5用于顶工件的上料；

检测通道，其包括移载机构与架设在移载机构上方的检测机构；所述移载机构包

括结构相同且相对设置的第一移载装置6与第二移载装置7，以及设在第一移载装置6与第

二移载装置7之间的第三移载装置8，所述第三移载装置8对应第一移载装置6与第二移载装

置7；所述第一移载装置6包括第一移载轨道、第一移载平台以及第一移载驱动装置；

所述第一移载平台上设有用于夹持吸附所述顶工件的第一夹持机构13，以及用于

夹持吸附所述侧工件的第二夹持机构14，所述第二夹持机构14位于第一夹持机构13两侧；

所述第一夹持机构13包括第一升降机构以及第一真空吸盘15，第一升降机构带动第一真空

吸盘15做升降运动，所述第一真空吸盘15的两侧分别设有真空吸嘴，用于两个顶工件的吸

附；所述第二夹持机构14包括第二水平移动机构、第二旋转机构以及第二真空吸盘16，第二

水平移动机构带动第二旋转机构做水平往复运动，第二旋转机构带动第二真空吸盘16选择

性的做自转运动，通过第二真空吸盘16带动侧工件进行旋转，第二夹持机构14通过配合检

测机构可以实现侧工件的四个侧面的检测；

所述第三移载装置8包括第三移载轨道、第三移载平台以及第三移载驱动装置；所

述第三移载平台的四角分别上设有所述第二夹持机构14；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中，当第一移载装置6、第二移载装置7以及第三移载装

置8为初始状态时，设在所述第一移载装置6、第二移载装置7以及第三移载装置8上的若干

第一夹持机构13与第二夹持机构14，形成呈两排形式水平分布；

在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方式中，设在第一移载装置6、第二移载装置7以及第三移

载装置8的第一夹持机构13与第二夹持机构14交错设置；

所述检测机构包括前壁面与后壁面上均固定有滑轨的固定架、与滑轨滑动连接的

升降安装座9以及驱动升降安装座9往复运动的驱动装置，每个升降安装座9的升降端分别

安装有色差检测装置10与光泽检测装置11；所述色差检测装置10与光泽检测装置11处均设

有传感器12，通过对侧工件的两端进行捕捉，再将其与设定线进行对比，即可得知侧工件是

否旋转到设定位置，从而便于第二夹持机构14对其进行角度补偿调整；所述工作平台1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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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石材料，检测结果更加精准。

[0018] 下料机构，其包括下料机械手18以及若干下料传送带17，下料机械手18用于将侧

工件与顶工件取放至下料传送带17；所述下料机械手18包括旋转机械臂、正吸附嘴19以及

侧吸附嘴20，所述正吸附嘴19用于顶工件的下料，所述侧吸附嘴20用于侧工件的下料；所述

旋转机械臂包括沿竖直Z轴方向旋转的第一旋转装置，第一旋转装置的输出端设有沿水平X

方向旋转的第二旋转装置；所述正吸附嘴19以及侧吸附嘴20分别设在所述第二旋转装置输

出端的侧面与底面，可以实现顶工件与侧工件的同时下料或者依次下料，无需频繁调节旋

转机械臂的角度，节约时间。

[0019] 实施例2

一种兼容多款产品的色差光泽检测装置，其中，移载机构沿传输方向依次设置有

移载位、色差检测位、光泽检测位、下料位；

其具体包括如下操作方法，

S100、扫码装置对顶/侧工件进行扫码操作，进行信息读取与绑定；再将绑定后的

顶/侧工件送至上料装置；

S200、上料机构于移载位将顶/侧工件送至移载机构；移载机构带动顶/侧工件运

动至色差检测位与光泽检测位，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分别对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

数据上传至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数据库内的等级筛分信息对检测后的顶/侧工件进行

筛分；移载机构再带动顶/侧工件运动至下料位；

S300、下料机械手根据控制系统的筛分结果将顶/侧工件送至对应的下料传送带。

[0020]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主要介绍实施例2中，S200的具体操作方法，步骤如下：

S211、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同时将工件1、工件2、工件3、工件4、工件5、工件6从

左到右依次上料至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前侧；

S212、移载机构带动工件1、工件2、工件3、工件4、工件5、工件6运动至色差检测位

进行色差检测，色差监测装置从左到右依次检测；同时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同时将工件

7、工件8、工件9、工件10、工件11、工件12上料至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

装置后侧；

S213、移载机构带动工件1、工件2、工件3、工件4、工件5、工件6运动至光泽检测位

进行光泽检测，光泽检测装置从左到右依次检测；同时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

三移载装置后侧运动至色差检测为并进行色差检测，色差监测装置从右到左依次检测，并

完成复位；

S214、移载机构带动工件1、工件2、工件3、工件4、工件5、工件6运动至下料位从左

到右依次进行下料操作；同时工件7、工件8、工件9、工件10、工件11、工件12运动至光泽检测

位进行光泽检测，光泽检测装置从右到左依次检测，并完成复位；

S215、移载机构带动工件1、工件2、工件3、工件4、工件5、工件6完成下料操作后，工

件7、工件8、工件9、工件10、工件11、工件12也运动至下料位从右到左依次进行下料操作，并

完成复位；

S216、移载机构带动空的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以及第三移载装置回到移

载位，并重复S211‑S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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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施例4

本实施例主要介绍实施例2中，S200的另一种具体操作方法，步骤如下：

所述S200包括以下步骤：

S221、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依次将工件1与工件2、工件3与工件4、工件5与工件6

上料于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前侧；

S222、工件1与工件2、工件3与工件4、工件5与工件6依次运动于色差检测位进行色

差检测；同时两个上料装置于移载位依次将工件7与工件8、工件9与工件10、工件11与工件

12上料于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的后侧；

S223、工件1与工件2、工件3与工件4、工件5与工件6依次运动于光泽检测装置进行

光泽检测时，同时工件7与工件8、工件9与工件10、工件11与工件12依次运动于色差检测位

进行色差检测；

S224、工件1与工件2、工件3与工件4、工件5与工件6依次运动于下料位进行下料

时，同时工件7与工件8、工件9与工件10、工件11与工件12依次运动于光泽检测位进行光泽

检测；

S225、工件7与工件8、工件9与工件10、工件11与工件12依次到达下料位并进行依

次下料；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和第三移载装置中任一完成下料操作，便回到移载位

进行上料操作。

[0022] 在上述过程中，两个上料装置、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第三移载装置、色差

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均处于不断地运动过程中，无需等待停留。

[0023] 在上述过程中，可以只两个上料装置、第一移载装置、第二移载装置、第三移载装

置、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中的部分装置运动。

[0024] 实施例5

本实施例主要介绍实施例2中S200中色差检测装置与光泽检测装置的角度补偿步

骤：

步骤1、传感器二维捕捉侧工件两端的点，得出两点的距离，为第一长度值；

步骤2、将第一长度值与数据库内的初始第一长度值以及进行对比，得到一个偏差

曲线；

步骤3、根据所述偏差曲线，得到第一偏差函数与第二偏差函数，第二夹持机构根

据第一偏差函数进行旋转从而实现角度补偿，升降安装座根据第二偏差函数进行升降从而

实现物距补偿。

[0025]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上述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上述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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