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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板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基板检测装置，包括照明组

件、用于承载待检测基板的承托组件以及操作人

员所处的站台，照明组件和承托组件分设于站台

的相对的两侧。本发明能够避免光纤因晃动而触

碰到光栅和待检测基板，以避免宕机和损伤待检

测基板，还能够避免因光纤晃动产生的光折射和

反射现象及乱流现象，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度

和检测环境的洁净度，并且在需要调整灯源的亮

度等时，操作人员无需走动，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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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检测装置包括照明组件、用于承载待检测

基板的承托组件、以及对所述待检测基板进行检测时操作人员所处的站台，其中，所述照明

组件和所述承托组件分设于所述站台的相对的两侧；

所述照明组件位于一密封区域内，且包括灯源、电控组件及用于电连接所述灯源和所

述电控组件的光纤，在对所述待检测基板进行检测时所述密封区域允许所述灯源和部分所

述光纤外漏，在未对待检测基板进行检测时，所述灯源和所述光纤均收纳于所述密封区域

内，其中，所述电控组件为灯源箱，所述照明组件还包括手持件和控制件，所述光纤依次通

过所述手持件、所述控制件与所述灯源连接；

所述基板检测装置还包括位于所述密封区域内且与所述光纤连接的自动回缩组件，用

于拉拽所述光纤并带动所述光纤收纳于所述密封区域内；

所述基板检测装置还包括邻近于所述照明组件的挂件，所述挂件用于在未对所述待检

测基板进行检测时卡持所述手持件以承托所述灯源；

其中，所述挂件包括两个间隔设置的且朝向所述操作人员延伸的钢片，两个所述钢片

之间的距离大于所述手持件的径向尺寸，且小于所述控制件的径向尺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检测装置还包括光栅，

所述光栅位于所述密封区域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照明组件还包括套设于所述

光纤外的保护组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护组件包括内部中空的坦

克链。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源设置于所述控制件的端

头，所述控制件设置有多个按钮，所述多个按钮分别用于控制所述灯源的开启、关闭、亮度

增大、亮度减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被承托的所述灯源与所述站台之

间具有预设高度，所述操作人员的手臂与所述站台之间的高度与所述预设高度之差小于预

设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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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板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学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板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基板检测装置用于检查玻璃基板的瑕疵，是液晶面板品质的重要保证。请参阅图1

和图2，当前普遍被采用的基板检测装置10包括照明组件11、用于收纳待检测基板的承托组

件12、以及对待检测基板15进行检测时操作人员所处的站台13。其中，照明组件11的灯源

111和用于为灯源111进行通电的光纤112吊挂在站台13的上方，即位于操作人员的上方，这

种设计在检测时容易产生一些问题，例如：一、光纤112较长，容易因晃动而触碰到位于检测

视窗两侧的光栅14，导致整个基板检测装置10宕机；二、操作人员手持照明组件11检查待检

测基板15时，晃动的光纤112还容易触碰到待检测基板15，造成待检测基板15的损伤，甚至

破碎；三、晃动的光纤112容易产生光折射和反射现象，会对操作人员的视线造成干扰，影响

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四、光纤112的晃动会造成乱流现象，影响检测环境的洁净度；五、照明

组件11的用于控制灯源111的元件113，例如开关按钮等，设置在基板检测装置10的左上角，

与站台13距离较远，在检测过程中如果需要调整灯源111的亮度等，则操作人员需要行走较

远距离，耗时且不便。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基板检测装置，能够避免光纤因晃动而触碰到光栅和

待检测基板，以此避免宕机和对待检测基板造成损伤，另外，还能够避免因光纤晃动而产生

的光折射和反射现象以及乱流现象，从而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和检测环境的洁净度。

[0004] 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基板检测装置，包括照明组件、用于承载待检测基板的承托组

件、以及对待检测基板进行检测时操作人员所处的站台，其中，照明组件和承托组件分设于

站台的相对的两侧。

[0005] 其中，照明组件位于一密封区域内，且包括灯源、电控组件及用于电连接灯源和电

控组件的光纤，在对待检测基板进行检测时密封区域允许灯源和部分光纤外漏，在未对待

检测基板进行检测时，仅允许灯源外漏且光纤收纳于密封区域内，或者灯源和光纤均收纳

于密封区域内。

[0006] 其中，基板检测装置还包括光栅，光栅位于密封区域外。

[0007] 其中，基板检测装置还包括位于密封区域内且与光纤连接的自动回缩组件，用于

拉拽光纤并带动光纤收纳于密封区域内。

[0008] 其中，照明组件还包括套设于光纤外的保护组件。

[0009] 其中，保护组件包括内部中空的坦克链。

[0010] 其中，照明组件还包括手持件和控制件，光纤依次通过手持件、控制件与灯源连

接，灯源设置于控制件的端头，控制件设置有多个按钮，多个按钮分别用于控制灯源的开

启、关闭、亮度增大、亮度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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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其中，手持件的径向尺寸小于控制件的径向尺寸。

[0012] 其中，基板检测装置还包括邻近于照明组件的挂件，挂件用于在未对待检测基板

进行检测时卡持手持件以承托灯源。

[0013] 其中，被承托的灯源与站台之间具有预设高度，操作人员的手臂与站台之间的高

度与预设高度之差小于预设阈值。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实施例将照明组件设置于站台的后方，在检测时操作人员拉拽

光纤并将灯源带动至操作人员的前方，能够控制操作人员前方区域以及待检测基板周围的

光纤的长度，避免光纤因晃动而触碰到光栅和待检测基板，以此避免宕机和对待检测基板

造成损伤，另外，还能够避免因光纤晃动而产生的光折射和反射现象以及乱流现象，从而确

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和检测环境的洁净度。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现有技术的基板检测装置一实施例的结构侧视图；

[0016] 图2是图1所示的基板检测装置的结构正视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基板检测装置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图1所示基板检测装置的照明组件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所提供的示例性的实施例的技术方

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在不冲突的情况下，下述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并且，本发明全文所采用的方向性术语，例如“上”、“左”等措辞，均是为了更好的描

述各个实施例，并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0] 请参阅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基板检测装置。所述基板检测装置20包括照明组

件21、承托组件22以及站台23。照明组件21包括灯源211、电控组件212以及用于电连接灯源

211和电控组件212的光纤213，该电控组件212可视为灯源箱。承托组件22用于承载待检测

基板30，例如液晶显示面板的玻璃基板。站台23邻近于承托组件22设置，操作人员站立在站

台23上，即可对待检测基板30进行检测。

[0021] 与图1所示现有技术的基板检测装置10不同的是，在本实施例的基板检测装置20

的结构设计中，照明组件21和承托组件22在检测之前分设于站台23的相对的两侧，即，承托

组件22位于操作人员的前方，照明组件21位于操作操作人员的后方。

[0022] 在检测时，操作人员拉拽光纤213并将灯源211带动至操作人员的前方，并且能够

控制位于操作人员的前方区域以及待检测基板30周围的光纤213的长度，相比较于现有技

术，该区域中的光纤213的长度变短，从而能够尽量避免光纤213因晃动而触碰到待检测基

板30以及邻近于待检测基板30的光栅，以此避免宕机和对待检测基板30造成损伤，另外，还

能够尽量避免因光纤213晃动而产生的光折射和反射现象以及乱流现象，从而确保检测结

果的准确度和检测环境的洁净度。

[0023] 在检测之前以及检测完成时，灯源211可挂置于操作人员的后方，且与站台23之间

具有预设高度h1。进一步地，该预设高度h1可设置为：操作人员的手臂与站台23之间的高度

h2与预设高度h1之差小于预设阈值，该预设阈值为便于操作人员抓取灯源211的一个可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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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数值，且该数值根据不同的操作人员进行相应调整。

[0024] 在具体实现时，本实施例的基板检测装置10可设置有邻近于照明组件21的挂件

25，通过挂件25对灯源211进行挂置。其中，根据照明组件21的邻近于灯源211的结构，挂件

25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

[0025] 例如，如图4所示，照明组件21的邻近于灯源211的部分包括手持件214和控制件

215，光纤213依次通过手持件214、控制件215与灯源211连接，灯源211设置于控制件215的

端头，控制件215设置有多个按钮216，多个按钮216可分别用于控制灯源211的开启、关闭、

亮度增大及亮度减小，该手持件214用于操作人员手持以拉拽光纤213。其中，手持件214和

控制件215均为柱状结构，且手持件214的径向尺寸r1小于控制件215的径向尺寸r2，所述挂

件25可以包括两个间隔设置的且朝向操作人员延伸的钢片，两个钢片之间的距离大于手持

件214的径向尺寸r1，且小于控制件215的径向尺寸r2，从而能够在未对待检测基板30进行检

测时卡持手持件214以承托灯源211。

[0026] 请继续参阅图4，由于控制灯源211的按钮216邻近设置于操作人员的手持位置，相

比较于现有技术，在检测过程中如果需要调整灯源211的亮度等，则操作人员无需走动，操

作简便。

[0027] 在前述基础上，本实施例可进一步设置照明组件21位于一密封区域40内。在未对

待检测基板30进行检测时，该密封区域40仅允许灯源211以及与灯源211连接的一部分的光

纤213外漏；在对待检测基板30进行检测时，该密封区域40允许剩余部分的光纤213在操作

人员的拉拽下外漏，此时灯源211以及与灯源211连接的光纤213的一部分外漏。当然，在其

他实施例中，在未对待检测基板30进行检测时，可设置灯源211和光纤213均收纳于密封区

域40内。

[0028] 该密封区域40可以收纳长度较长且容易晃动的光纤213，进一步避免光纤213因晃

动而触碰到待检测基板30，并且还能够避免操作人员触碰到光纤213的未被拉拽出密封区

域40之外的部分，不仅能够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而且可以保持整个检测环境的美观性。另

外，光栅位于密封区域40之外，将光栅与光纤213分隔开，能够进一步避免光纤213因晃动而

触碰到光栅，防止宕机。

[0029] 请继续参阅图3，本发明实施例的基板检测装置10还可以包括位于密封区域10内

且与光纤213连接的自动回缩组件26。该自动回缩组件26可以与光纤213的远离灯源211的

一端连接，用于拉拽光纤213并带动光纤213收纳于密封区域40内。具体地，在操作人员通过

拉拽照明组件21的手持件214，带动光纤213从密封区域10内伸出，而操作人员未拉拽该手

持件214时，自动回缩组件26由于自身收缩产生的力会自动带动光纤213向密封区域10内收

缩。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自动回缩组件26包括但不限于弹力拉绳、弹簧。

[0030] 考虑到光纤213经常被拉拽，为了保护光纤213，本发明实施例可在光纤213外套设

保护组件。该保护组件包括但不限于内部中空的坦克链。而为了防止漏电，本发明实施例进

一步优选该保护组件的制造材质为非导电材料，例如塑料。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目的是将基板检测装置的照明组件设置于操作人员的后方，

在检测时操作人员拉拽光纤并将灯源带动至操作人员的前方，能够控制操作人员前方区域

以及待检测基板周围的光纤的长度，避免光纤因晃动而触碰到光栅和待检测基板，以此避

免宕机和对待检测基板造成损伤；另外，还能够避免因光纤晃动而产生的光折射和反射现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6198570 B

5



象以及乱流现象，从而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和检测环境的洁净度。

[0032] 在此基础上，应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

范围，凡是利用该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流程变换，例如各实施例之间技术

特征的相互结合，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

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6198570 B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6198570 B

7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6198570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