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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及

其方法，该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摄像机、网络交

换机、图像处理机、数据采集卡，数据采集卡具有

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该系统还包括与输入端口

连接的烟箱位置检测器、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

以及与输出端口连接的剔除气缸电磁阀、剔除指

示信号灯和烟箱定位机构。本发明通过DSP图像

处理机对图像进行处理和判别，将不合格烟箱剔

除。当需要对烟箱质量缺陷进行分析或者对烟箱

质量缺陷进行追溯时，可进行离线查验，最后形

成报表，用于缺陷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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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摄像

机、网络交换机、图像处理机、数据采集卡，所述数据采集卡具有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该系

统还包括与所述输入端口连接的烟箱位置检测器、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以及与所述输出

端口连接的剔除气缸电磁阀、剔除指示信号灯和烟箱定位机构；

所述摄像机用于采集烟箱外观的图像；

所述网络交换机用于通信连接所述摄像机和所述图像处理机；

所述图像处理机用于对所述摄像机采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和判断，当判定烟箱质量不合

格，则自动保存缺陷图片及相关生产信息，并输出剔除信号给数据采集卡，所述图像处理机

还用于离线查验，当需要对烟箱质量缺陷进行分析或者追溯时，对储存在所述图像处理机

中的质量检测图片数据进行离线查验，根据缺陷图片导出路径和摄像机进行搜索查验，并

显示缺陷部分的图像，最后形成报表，用于缺陷原因分析；

所述数据采集卡用于通过输入端口分别从所述烟箱位置检测器和所述剔除气缸位置

检测器采集烟箱位置信号和剔除信号，当采集到烟箱位置信号时通过输出端口启动烟箱定

位机构，当采集到剔除信号时通过输出端口启动所述剔除气缸电磁阀和所述剔除指示信号

灯；

所述烟箱位置检测器用于检测烟箱位置信息；

所述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用于检测气缸位置信息；

所述剔除气缸电磁阀用于基于所述剔除信号和所述气缸位置信息控制气缸剔除不合

格烟箱；

所述剔除指示信号灯用于基于所述剔除信号，指示发现不合格烟箱，提醒工作人员注

意；

所述烟箱定位机构用于基于所述烟箱位置信息对烟箱进行定位，使烟箱固定，以便于

所述摄像机对烟箱进行拍照从而采集烟箱图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所述摄像机为CMOS网络

摄像机，至少设置5个，对烟箱除底面外的5个面进行图像采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所述网络交换机的端口

数不少于所述CMOS网络摄像机的数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所述图像处理机为工控

DSP图像处理机，其采用硬件图像处理机的DSP芯片并具有控制运算功能，用于判定烟箱质

量是否合格。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所述数据采集卡为I\O板

卡，其插入工控DSP图像处理机的PCI-e插槽内，用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输入输出，输入

和输出端口的数量满足信号输入与输出的要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该系统还包括多路电源

输出模块，用于不同功率、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能供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该系统安装于烟箱入库

和出库部位。

8.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由包括根据权利要

求1-7任一项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执行，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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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检测烟箱是否到位：烟箱位置检测器检测到烟箱到位时向数据采集卡发送烟

箱位置信息，所述数据采集卡通过输出端口启动烟箱定位机构；

步骤二、烟箱定位：所述烟箱定位机构对烟箱进行定位，使烟箱固定；

步骤三、图像采集：摄像机采集烟箱外观的图像；

步骤四、图像处理与判别：图像处理机对所述摄像机采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和判断；

步骤五、判断烟箱外观质量是否合格：通过所述图像处理机判断烟箱质量是否合格，若

烟箱质量合格则结束本次判定进入下一个烟箱从步骤一开始，当判定烟箱质量不合格，则

自动保存缺陷图片及相关生产信息并向数据采集卡输出剔除信号；

步骤六、气缸位置检测：通过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检测气缸位置，当气缸到位时向数据

采集卡发送气缸位置信息，数据采集卡将气缸位置信息通过输出端口发送给剔除气缸电磁

阀；

步骤七、信号指示及剔除烟箱：数据采集卡通过输出端口启动所述剔除气缸电磁阀和

所述剔除指示信号灯，信号灯亮起的同时执行剔除气缸动作，气缸剔除电磁阀基于气缸位

置信息和剔除信号将不合格烟箱剔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在

图像处理与判别时采用与逻辑处理。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还包括检测烟箱是否到位之前的程序初始化，明确生产班次、操作工信息录入、工段、日期

时间、包装机组信息。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还包括当需要对烟箱质量缺陷进行分析或者追溯时，对储存在所述图像处理机中的质量检

测图片数据进行离线查验，离线查验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选择查验路径、相机和导出路径；

步骤二、根据路径和相机查验：根据缺陷图片导出路径和摄像机进行搜索查验；

步骤三、具体缺陷部位图像显示；

步骤四、形成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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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及其方法，特别是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

测及离线查验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图像采集、处理、识别技术的进步，各地卷烟工厂逐步投入使用了装

封箱机箱装质量CCD在线检测系统，该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对减少成品烟箱、烟条的错牌、缺

损、缺条、烟箱两端胶带搭扣破损、条码缺损、纸箱错牌、纸箱变形、烟条-纸箱-条码不一致

等现象，提高箱装烟内外的质量，完善生产管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003] 但质量缺陷数据的排查，仅仅只能依靠人工对图片数据逐一检查，工作量非常大。

特别生产在制品产品时，由于在制品上未粘贴产品条形码，一旦其发生质量反馈事故时将

无法进行有效地定位。由于卷烟产品生产与销售存在很长的时间延迟性，一旦发生质量市

场反馈事故，也只能做到“亡羊补牢”，部门及个人的损失、产品形象的受损已无法挽回。难

以确定产品质量缺陷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产生还是运输销售过程中产生，导致事故原因的

追溯非常困难。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该系统包括

依次连接的摄像机、网络交换机、图像处理机、数据采集卡，所述数据采集卡具有输入端口

和输出端口，该系统还包括与所述输入端口连接的烟箱位置检测器、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

以及与所述输出端口连接的剔除气缸电磁阀、剔除指示信号灯和烟箱定位机构；所述摄像

机用于采集烟箱外观的图像；所述网络交换机用于通信连接所述摄像机和所述图像处理

机；所述图像处理机用于对所述摄像机采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和判断，当判定烟箱质量不合

格，则自动保存缺陷图片及相关生产信息，并输出剔除信号给数据采集卡，所述图像处理机

还用于离线查验，当需要对烟箱质量缺陷进行分析或者追溯时，对储存在所述图像处理机

中的质量检测图片数据进行离线查验，根据缺陷图片导出路径和摄像机进行搜索查验，并

显示缺陷部分的图像，最后形成报表，用于缺陷原因分析；所述数据采集卡用于通过输入端

口分别从所述烟箱位置检测器和所述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采集烟箱位置信号和剔除信号，

当采集到烟箱位置信号时通过输出端口启动烟箱定位机构，当采集到剔除信号时通过输出

端口启动所述剔除气缸电磁阀和所述剔除指示信号灯；所述烟箱位置检测器用于检测烟箱

位置信息；所述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用于检测气缸位置信息；所述剔除气缸电磁阀用于基

于所述剔除信号和所述气缸位置信息控制气缸剔除不合格烟箱；所述剔除指示信号灯用于

基于所述剔除信号，指示发现不合格烟箱，提醒工作人员注意；所述烟箱定位机构用于基于

所述烟箱位置信息对烟箱进行定位，使烟箱固定，以便于所述摄像机对烟箱进行拍照从而

采集烟箱图像。

[0005] 优选地，所述摄像机为CMOS网络摄像机，至少设置5个，对烟箱除底面外的5个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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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图像采集。

[0006] 优选地，所述网络交换机的端口数不少于所述CMOS网络摄像机的数量。

[0007] 优选地，所述图像处理机为工控DSP图像处理机，其采用硬件图像处理机的DSP芯

片并具有控制运算功能，用于判定烟箱质量是否合格。

[0008] 优选地，所述数据采集卡为I\O板卡，其插入工控DSP图像处理机的PCI-e插槽内，

用于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输入输出，输入和输出端口的数量满足信号输入与输出的要

求。

[0009] 优选地，该系统还包括多路电源输出模块，用于不同功率、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能供

给。

[0010] 优选地，该系统安装于烟箱入库和出库部位。

[0011] 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的方法，该方法由包括上述的烟箱外观质量检

测及离线查验系统执行，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一、检测烟箱是否到位：烟箱位置检测器检测到烟箱到位时向数据采集卡发

送烟箱位置信息，所述数据采集卡通过输出端口启动烟箱定位机构；

[0013] 步骤二、烟箱定位：所述烟箱定位机构对烟箱进行定位，使烟箱固定；

[0014] 步骤三、图像采集：摄像机采集烟箱外观的图像；

[0015] 步骤四、图像处理与判别：图像处理机对所述摄像机采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和判断；

[0016] 步骤五、判断烟箱外观质量是否合格：通过所述图像处理机判断烟箱质量是否合

格，若烟箱质量合格则结束本次判定进入下一个烟箱从步骤一开始，当判定烟箱质量不合

格，则自动保存缺陷图片及相关生产信息并向数据采集卡输出剔除信号；

[0017] 步骤六、气缸位置检测：通过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检测气缸位置，当气缸到位时向

数据采集卡发送气缸位置信息，数据采集卡将气缸位置信息通过输出端口发送给剔除气缸

电磁阀；

[0018] 步骤七、信号指示及剔除烟箱：数据采集卡通过输出端口启动所述剔除气缸电磁

阀和所述剔除指示信号灯，信号灯亮起的同时执行剔除气缸动作，气缸剔除电磁阀基于气

缸位置信息和剔除信号将不合格烟箱剔除。

[0019] 优选地，该方法在图像处理与判别时采用与逻辑处理。

[0020] 优选地，该方法还包括检测烟箱是否到位之前的程序初始化，明确生产班次、操作

工信息录入、工段、日期时间、包装机组信息。

[0021] 优选地，该方法还包括当需要对烟箱质量缺陷进行分析或者追溯时，对储存在所

述图像处理机中的质量检测图片数据进行离线查验，离线查验包括以下步骤：

[0022] 步骤一、选择查验路径、相机和导出路径；

[0023] 步骤二、根据路径和相机查验：根据缺陷图片导出路径和摄像机进行搜索查验；

[0024] 步骤三、具体缺陷部位图像显示；

[0025] 步骤四、形成报表，用于缺陷原因分析。

[0026] 本发明通过位于烟箱前后、左右和上方的5个CMOS网络摄像机对相应位置烟箱外

观图像进行采集，采集的图像经过DSP图像处理机对图像进行处理和判别。若DSP图像处理

器判定该烟箱质量不合格，则将自动保存缺陷图片等相关生产信息。然后输出剔除信号，剔

除指示信号灯亮起，与此同时，剔除气缸动作，将不合格烟箱剔除。当需要对烟箱质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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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或者对烟箱质量缺陷进行追溯时，就可以对质量检测图片数据进行离线查验。根

据缺陷图片导出路径和相机进行搜索查验，并显示缺陷部分的图像，最后形成报表，用于缺

陷原因分析。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烟箱外观质量检测及离线查验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质量检测的流程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离线查验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如图1所示，CMOS网络摄像机1-5用于烟箱左右、前后和上方5个面的图像采集，并

通过TCP/IP网络通信的方式，连接到网络交换机，网络交换机与工控DSP图像处理机通过

TCP/IP网络连接。工控DSP图像处理机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负责图像数据的处理与判别，结

合所接收的检测传感器信号，发出控制执行机构的信号。工控DSP图像处理机通过PCI-e通

信实现与I/O板卡即数据采集卡的连接，I/O板卡的DI端口即输入端口实现传感器信号的采

集，它们分别是烟箱位置检测器和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I/O板卡的DO端口即输出端口实现

执行器件的动作，它们分别是：剔除气缸电磁阀用于控制气缸剔除不合格烟箱，剔除指示信

号灯用于指示发现不合格烟箱，提醒工作人员注意，烟箱定位机构在烟箱位置检测器发出

信号后，对烟箱进行定位，以便于摄像机对烟箱进行拍照采集图像。所有部件全部由多路电

源输出模块供电，实现不同功率、不同电压等级的电能供给。

[0031] 如图2所示，本发明质量检测的流程图。程序启动之后，进行程序的初始化，明确生

产班次、操作工信息录入、工段、日期时间、封箱机所对接的包装机组等信息。而后程序等待

烟箱到位，烟箱到位之后程序控制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DSP图像处理机对图像进行处理和

判别，对5幅采集的图像判别结果采用与逻辑处理，判断烟箱质量是否合格。若烟箱质量合

格，则本次结束，进入下一次循环判别；若烟箱质量不合格，则将缺陷图片保存起来，保存路

径、文件名、安装相关生产信息设定，然后输出剔除信号，执行剔除气缸动作，将不合格烟箱

剔除，程序再进入下一个循环。

[0032]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烟箱外观质量检测的方法包括：

[0033] 步骤一、检测烟箱是否到位：烟箱位置检测器检测到烟箱到位时向数据采集卡发

送烟箱位置信息，所述数据采集卡通过输出端口启动烟箱定位机构；

[0034] 步骤二、烟箱定位：所述烟箱定位机构对烟箱进行定位，使烟箱固定；

[0035] 步骤三、图像采集：摄像机采集烟箱外观的图像；

[0036] 步骤四、图像处理与判别：图像处理机对所述摄像机采集的图像进行处理和判断；

[0037] 步骤五、判断烟箱外观质量是否合格：通过所述图像处理机判断烟箱质量是否合

格，若烟箱质量合格则结束本次判定进入下一个烟箱从步骤一开始，当判定烟箱质量不合

格，则自动保存缺陷图片及相关生产信息并向数据采集卡输出剔除信号；

[0038] 步骤六、气缸位置检测：通过剔除气缸位置检测器检测气缸位置，当气缸到位时向

数据采集卡发送气缸位置信息，数据采集卡将气缸位置信息通过输出端口发送给剔除气缸

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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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步骤七、信号指示及剔除烟箱：数据采集卡通过输出端口启动所述剔除气缸电磁

阀和所述剔除指示信号灯，信号灯亮起的同时执行剔除气缸动作，气缸剔除电磁阀基于气

缸位置信息和剔除信号将不合格烟箱剔除。

[0040] 以上检测步骤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顺序，例如气缸位置检测步骤可以在检测烟箱是

否到位时同时进行，或者置于烟箱定位之后。

[0041] 如图3所示，本发明离线查验的流程图。当需要对烟箱质量缺陷进行分析或者对烟

箱质量缺陷进行追溯时，就需要对质量检测图片数据进行离线查验。离线查验时，首先要选

择查验路径、相机，明确缺陷图片的导出路径，然后根据路径和相机开始搜索查验，并显示

缺陷部分的图像，最后形成报表，用于缺陷原因分析。

[0042] 在烟箱入库和出库部位加设该系统后，对烟箱的外观质量进行检测，并保存记录，

必要时进行离线查验，既能及时有效的剔除箱装外观不合格的卷烟制品，避免流入市场，又

能全面分析质量缺陷的产生部位和原因，对卷烟的生产、储存和运输环节加以改进，保证产

品质量，维护消费者权益。

[0043] 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其中各部件的结构、连接方式等在相应技

术条件是可以有所变化的，凡是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等同变换和改进，均不

应排除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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