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199567.6

(22)申请日 2018.07.26

(73)专利权人 惠州帆声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6006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华

安路8号厂房G

(72)发明人 谢锦明　余凯钢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市华学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44245

代理人 叶敏明　刘羽

(51)Int.Cl.

G02F 1/13(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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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包括承载

组件、检测机架及检测组件，检测机架设置于承

载组件上，检测组件设置于检测机架上。本实用

新型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通过设置的

承载组件、检测机架及检测组件，承载组件用于

承载液晶显示屏，并可对液晶显示屏的位置进行

调整，检测组件用于对液晶显示屏进行检测，以

及可进行角度调整，如此，代替传统检测方式，通

过调整检测组件位置或液晶显示屏位置，从而提

高检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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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承载组件，所述承载组件包括基座、竖直驱动部、竖直传动丝杆、竖直导向轨、竖直承载

台、水平导向轨、水平驱动部、水平传动丝杆及水平承载台，所述竖直驱动部设置于所述基

座上，所述竖直驱动部与所述竖直传动丝杆驱动连接，所述竖直导向轨设置于所述基座上，

所述竖直承载台与所述竖直传动丝杆连接，所述竖直承载台滑动于所述竖直导向轨上，所

述水平导向轨及所述水平驱动部分别设置于所述竖直承载台上，所述水平驱动部与所述水

平传动丝杆驱动连接，所述水平传动丝杆与所述水平承载台连接，所述水平承载台滑动于

所述水平导向轨上；

检测机架，所述检测机架设置于所述基座上；及

检测组件，所述检测组件包括主视升降驱动件、主视角检测件、多个角度调节杆、多个

侧视角检测件、光源安装架及光源，所述主视升降驱动件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上，所述主视

角检测件设置于所述主视升降驱动件上，且所述主视角检测件垂直朝向于所述光源设置，

多个所述角度调节杆分别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上，多个所述侧视角检测件一一对应滑动设

置于多个所述角度调节杆上，所述光源安装架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上，所述光源设置于所

述检测机架上，且所述光源朝向于所述基座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调节杆具

有弧形的横截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调节杆上

设置有刻度标识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调节杆的

数量为四根，四根所述角度调节杆分别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的四个侧面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视角检测件

为四个，四个所述侧视角检测件一一对应滑动于四根所述角度调节杆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竖直驱动部为

电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承载台上

开设有产品存放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驱动部为

电机。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调节杆上

设置有角度标识部。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产品存放槽

具有矩形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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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液晶显示屏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液晶显示屏(LCD)用于数字型钟表和许多便携式计算机的一种显示器类型。

LCD显示使用了两片极化材料，在它们之间是液体水晶溶液。电流通过该液体时会使水晶重

新排列，以使光线无法透过它们。因此，每个水晶就像百叶窗，既能允许光线穿过又能挡住

光线。液晶显示器(LCD)目前科技信息液晶显示屏都朝着轻、薄、短、小的目标发展，在计算

机周边中拥有悠久历史的显示器液晶显示屏当然也不例外。在便于携带与搬运为前题之

下，传统的显示方式如CRT映像管显示器及LED显示板等等，皆受制于体积过大或耗电量甚

巨等因素，无法达成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而液晶显示技术的发展正好切合目前信息液晶显

示屏的潮流，无论是直角显示、低耗电量、体积小、还是零辐射等优点，都能让使用者享受最

佳的视觉环境。

[0003] 然而，传统液晶显示屏制造商在出厂前，需对液晶显示屏的表面进行缺陷检测，传

统在检测液晶显示屏时，用于检测的相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因此，当液晶显示屏偏离相机

所拍摄的区域时，从而就会影响检测的质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能够提高检测质量的

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包括

[0007] 承载组件，所述承载组件包括基座、竖直驱动部、竖直传动丝杆、竖直导向轨、竖直

承载台、水平导向轨、水平驱动部、水平传动丝杆及水平承载台，所述竖直驱动部设置于所

述基座上，所述竖直驱动部与所述竖直传动丝杆驱动连接，所述竖直导向轨设置于所述基

座上，所述竖直承载台与所述竖直传动丝杆连接，所述竖直承载台滑动于所述竖直导向轨

上，所述水平导向轨及所述水平驱动部分别设置于所述竖直承载台上，所述水平驱动部与

所述水平传动丝杆驱动连接，所述水平传动丝杆与所述水平承载台连接，所述水平承载台

滑动于所述水平导向轨上；

[0008] 检测机架，所述检测机架设置于所述基座上；

[0009] 检测组件，所述检测组件包括主视升降驱动件、主视角检测件、多个角度调节杆、

多个侧视角检测件、光源安装架及光源，所述主视升降驱动件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上，所述

主视角检测件设置于所述主视升降驱动件上，且所述主视角检测件垂直朝向于所述光源设

置，多个所述角度调节杆分别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上，多个所述侧视角检测件一一对应滑

动设置于多个所述角度调节杆上，所述光源安装架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上，所述光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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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检测机架上，且所述光源朝向于所述基座设置。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角度调节杆具有弧形的横截面。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角度调节杆上设置有刻度标识部。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角度调节杆的数量为四根，四根所述角度调节杆分别

设置于所述检测机架的四个侧面上。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侧视角检测件为四个，四个所述侧视角检测件一一对

应滑动于四根所述角度调节杆上。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竖直驱动部为电机。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水平承载台上开设有产品存放槽。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水平驱动部为电机。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角度调节杆上设置有角度标识部。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产品存放槽具有矩形的横截面。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0020] 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通过设置的承载组件、检测机架及检

测组件，承载组件用于承载液晶显示屏，并可对液晶显示屏的位置进行调整，检测组件用于

对液晶显示屏进行检测，以及可进行角度调整，如此，代替传统检测方式，通过调整检测组

件位置或液晶显示屏位置，从而提高检测质量。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

看作是对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

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

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实用新

型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加透彻全面。

[0024]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25]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

括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26] 为了更好地对上述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进行说明，以更好地理解上述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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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的构思。如图1所示，一种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10，包括承载

组件100、检测机架200及检测组件300，检测机架200设置于承载组件100上，检测组件300设

置于检测机架200上。

[0027] 需要说明的是，承载组件100用于承载液晶显示屏，并可对液晶显示屏的位置进行

调整，检测组件300用于对液晶显示屏进行检测，以及可进行角度调整，如此，代替传统检测

方式，通过调整检测组件300位置或液晶显示屏位置，从而提高检测质量。

[0028] 请参阅图1所示，承载组件100包括基座110、竖直驱动部(图未示)、竖直传动丝杆

120、竖直导向轨130、竖直承载台140、水平导向轨150、水平驱动部(图未示)、水平传动丝杆

160及水平承载台170，竖直驱动部设置于基座  110上，竖直驱动部与竖直传动丝杆120驱动

连接，竖直导向轨130设置于基座  110上，竖直承载台140与竖直传动丝杆120连接，竖直承

载台140滑动于竖直导向轨130上，水平导向轨150及水平驱动部分别设置于竖直承载台140

上，水平驱动部与水平传动丝杆160驱动连接，水平传动丝杆160与水平承载台170  连接，水

平承载台170滑动于水平导向轨150上。

[0029] 请参阅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竖直驱动部为电机；水平驱动部为电机；水平承载

台170上开设有产品存放槽171；产品存放槽171具有矩形的横截面。

[0030] 需要说明的是，产品存放槽内放置有液晶显示屏，当竖直驱动部启动时，竖直驱动

部带动竖直传动丝杆120转动，竖直传动丝杆120带动竖直承载台140  在竖直导向轨130上

滑动，从而带动设置于竖直承载台140上的水平承载台170  在竖直方向运动，即带动水平承

载台170上的液晶显示屏在竖直方向的运动，实现液晶显示屏的竖直方向的位置调整。

[0031] 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当水平驱动部驱动时，水平驱动部带动水平传动丝杆160转

动，水平传动丝杆160带动水平承载台170在水平导向轨150上滑动，从而带动水平承载台

170上的液晶显示屏在水平方向的移动，实现液晶显示屏的水平方向的位置调整。

[0032] 请参阅图1所示，检测机架200设置于基座110上。

[0033] 请参阅图1所示，检测组件300包括主视升降驱动件310、主视角检测件  320、多个

角度调节杆330、多个侧视角检测件340、光源安装架350及光源360，主视升降驱动件310设

置于检测机架上，主视角检测件320设置于主视升降驱动件310上，且主视角检测件320垂直

朝向于光源360设置，多个角度调节杆  330分别设置于检测机架上，多个侧视角检测件340

一一对应滑动设置于多个角度调节杆330上，光源安装架350设置于检测机架上，光源360设

置于检测机架上，且光源360朝向于基座110设置。

[0034] 需要说明的是，当水平承载台170移动至光源360下方时，即水平承载台  170上的

液晶显示屏位于光源360的下方，此时，主视升降驱动件310带动主视角检测件320下降，主

视角检测件320对水平承载台170上的液晶显示屏进行主视角的拍照，多个侧视角检测件

340对液晶显示屏的多个侧面进行拍照。

[0035] 请参阅图1所示，为了对液晶显示屏的四个侧面进行拍照以及调节侧视角检测件

340的角度。例如，角度调节杆330具有弧形的横截面；角度调节杆330 的数量为四根，四根

角度调节杆330分别设置于检测机架200的四个侧面上；侧视角检测件340为四个，四个侧视

角检测件340一一对应滑动于四根角度调节杆330上，如此，通过设置在检测机架200的四个

侧面上的四个侧视角检测件340，实现对液晶显示屏的四个侧面进行拍照，以及通过将四个

侧视角检测件  340一一对应滑动于四根角度调节杆330上，从而改变侧视角检测件340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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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现侧视角检测件340的角度调节。本申请通过调节液晶显示屏的位置或者调节侧视角

检测件340，以确保液晶显示屏在检测时能够处于检测区域，从而提高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质

量。

[0036] 请参阅图1所示，为了便于用户调节侧视角检测件340的角度，例如，角度调节杆

330上设置有刻度标识部331；角度调节杆330上设置有角度标识部  332。如此，用户在调节

侧视角检测件340的角度时，用户通过观察刻度标识部以及角度标识部，辅助用户调节侧视

角检测件340的角度，从而便于用户调节侧视角检测件340的角度。其中，上述检测件为用于

工业检测领域常见的相机，在此不在作进一步的阐述。

[003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0038] 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液晶显示屏的检测装置，通过设置的承载组件、检测机架及检

测组件，承载组件用于承载液晶显示屏，并可对液晶显示屏的位置进行调整，检测组件用于

对液晶显示屏进行检测，以及可进行角度调整，如此，代替传统检测方式，通过调整检测组

件位置或液晶显示屏位置，从而提高检测质量。

[0039]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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