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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

测方法及系统，所述方法包括接受待测物体的到

位信号，并根据所述待测物体到位信号，采集待

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对所述待测物体的外观

图像信息进行处理后，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

务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应的品牌信

息；根据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在预先配置

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与当前待测物体的

品牌信息相对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根据所述

视觉检测任务信息完成当前待测物体的视觉检

测。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

测方法及系统用自适应的机器视觉检测方法，自

动化程度高，提高包装设备的生产质量及有效作

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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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A，接受待测物体的到位信号，并根据所述待测物体到位信号，采集待测物体的外

观图像信息；

步骤B，对所述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处理后，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

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应的品牌信息，包括建立图像分析坐标系，通过图像过滤工具，

对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滤波处理，通过缺陷提取工具，获取滤波处理后的差分图

像，在差分图像上进行Blob分析，寻找亮斑，利用边缘工具及卡尺工具，测量图像亮斑特征

之间的距离，经过阈值及数据分析，与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数据进行比较；若匹

配失败，则输出品牌异常信息并通过控制剔除模块将异常品牌的待测物体自动剔除；若匹

配成功，则输出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并进行下一步；

步骤C，根据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在预先配置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与当

前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相对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步骤D，根据所述视觉检测任务信息完成当前待测物体的视觉检测；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预先存储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为每一个正常生产过程中的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品牌检

测任务信息；

预先配置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根据每一个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为每个待测物体配置

相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2.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图像采集模块，用来采集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

图像处理模块，用来对所述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处理；

品牌匹配模块，用来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应的

品牌信息，包括建立图像分析坐标系，通过图像过滤工具，对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

滤波处理，通过缺陷提取工具，获取滤波处理后的差分图像，在差分图像上进行Blob分析，

寻找亮斑，利用边缘工具及卡尺工具，测量图像亮斑特征之间的距离，经过阈值及数据分

析，与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数据进行比较；

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查找模块，用来根据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在预先配置的视觉

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与当前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相对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所述系统还包括主控模块、逻辑控制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剔除模块，所述主控模块分

别与所述逻辑控制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图像处理模块连接，所述逻辑控制模块与所述剔除

模块连接；

所述图像处理模块与主控模块之间通过PCI-E接口进行连数据传输；所述图像采集模

块与图像处理模块之间通过千兆网进行数据传输；所述逻辑控制模块与主控模块之间通过

OPC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

括：

第一预先配置模块，用来预先存储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为每一个正常生产过程中的待

测物体配置相应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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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第二预先配置模块，预先配置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根据每一个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为

每个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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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包装机械设备检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方

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包装生产线逐渐的智能化，各种先

进的技术不断的在智能化产线上得以应用。同时，包装生产设备的生产速度随之越来越快，

包装的外观质量越来越被消费者重视。

[0003] 为了节能降耗，越来越多的产品的外包装被回收，并重新利用，回收的外包装容易

存在破损、褶皱等缺陷。包装生产线上的物品在生产入库的过程中，会汇集到统一的传输通

道上，经过传输、分拣、码垛，最后进入仓库。然而，在此过程中，需要对通道上的多种品牌的

物品进行外观检测，缺陷物品自动剔除。

[0004] 当前市场上的机器视觉检测装置通常只能够检测当前设置的固定某一品牌，多品

牌的物品暂时无法通过视觉进行自动检测及剔除，存在一定的设计局限性，检测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专利目的在于设计了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方法

及系统，用自适应的机器视觉检测方法，自动化程度高，提高包装设备的生产质量及有效作

业率。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A，接受待测物体的到位信号，并根据所述待测物体到位信号，采集待测物体

的外观图像信息；

[0009] 步骤B，对所述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处理后，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

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应的品牌信息；若匹配失败，则输出品牌异常信息并通过

控制剔除模块将异常品牌的待测物体自动剔除；若匹配成功，则输出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

信息并进行下一步；

[0010] 步骤C，根据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在预先配置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

与当前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相对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0011] 步骤D，根据所述视觉检测任务信息完成当前待测物体的视觉检测。

[0012]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0013] 预先存储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为每一个正常生产过程中的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品

牌检测任务信息。

[0014]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0015] 预先配置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根据每一个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为每个待测物体

配置相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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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

应的品牌信息，进一步包括：

[0017] 建立图像分析坐标系，通过图像过滤工具，对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滤波

处理；

[0018] 通过缺陷提取工具，获取滤波处理后的差分图像，在差分图像上进行Blob分析，寻

找亮斑；

[0019] 利用边缘工具及卡尺工具，测量图像亮斑特征之间的距离，经过阈值及数据分析，

与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数据进行比较。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系统，包括：

[0021] 图像采集模块，用来采集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

[0022] 图像处理模块，用来对所述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处理；

[0023] 品牌匹配模块，用来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

应的品牌信息；

[0024] 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查找模块，用来根据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在预先配置的

视觉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与当前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相对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0025]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系统还包括：

[0026] 第一预先配置模块，用来预先存储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为每一个正常生产过程中

的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

[0027]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系统还包括：

[0028] 第二预先配置模块，预先配置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根据每一个待测物体的品牌信

息，为每个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0029]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系统还包括主控模块、逻辑控制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剔除模

块，所述主控模块分别与所述逻辑控制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图像处理模块连接。

[0030]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图像处理模块与主控模块之间通过PCI-E接口进行连数据传

输；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与图像处理模块之间通过千兆网进行数据传输；所述逻辑控制模块

与主控模块之间通过OPC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0031] 本发明采用机器视觉检测的方式，通过实时采集混合通道中的物品外观的图像，

利用图像自适应算法，可以自动识别当前通道中的物品品牌，然后调用相关的图像处理算

法，在物品外观存在缺陷时，自动剔除。整个工作过程无需人工干涉，算法先进，自动化程度

高，提高设备的生产质量及有效作业率。

附图说明

[0032] 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其中：

[0033] 图1是本发明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34] 图2是本发明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系统的模块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6]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方法，请参阅图1，具体包括如下步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06383121 B

5



骤：

[0037] 在步骤A中，接受待测物体的到位信号，并根据所述待测物体到位信号，采集待测

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

[0038] 在步骤B中，对所述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处理后，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

任务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应的品牌信息；若匹配失败，则输出品牌异常信息并

通过控制剔除模块将异常品牌的待测物体自动剔除；若匹配成功，则输出所述待测物体的

品牌信息并进行下一步。

[0039] 具体的，所述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应的品

牌信息，进一步包括：建立图像分析坐标系，通过图像过滤工具，对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

息进行滤波处理；

[0040] 通过缺陷提取工具，获取滤波处理后的差分图像，在差分图像上进行Blob分析，寻

找亮斑；

[0041] 利用边缘工具及卡尺工具，测量图像亮斑特征之间的距离，经过阈值及数据分析，

与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数据进行比较。

[0042] 在步骤C中，根据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在预先配置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中，

查找与当前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相对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0043] 在步骤D中，根据所述视觉检测任务信息完成当前待测物体的视觉检测。具体的，

就是利用程序内置的算法，调用定位、模板匹配、图像过滤、缺陷提取、灰度分析、边缘查找

等图像分析、处理工具，对各个工具的输出结果进行数据分析，然后得出当前品牌的物品外

观是否正常。

[0044] 图像分析部分主要是用来判断分析当前采集的图像的好坏，由底层图像处理函

数、图像处理算法构成，基于工控机平台，主要有二值化、灰度分析、边缘查找、模型匹配、尺

寸测量等图像分析处理工具。

[0045] 所述方法进一步包括：

[0046] 预先存储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为每一个正常生产过程中的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品

牌检测任务信息；预先配置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根据每一个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为每个待

测物体配置相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004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系统，请参阅图2，包括：

[0048] 图像采集模块，用来采集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

[0049] 图像处理模块，用来对所述待测物体的外观图像信息进行处理；

[0050] 品牌匹配模块，用来在预先存储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匹配与待测物体相对

应的品牌信息；

[0051] 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查找模块，用来根据所述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在预先配置的

视觉检测任务信息中，查找与当前待测物体的品牌信息相对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0052] 所述系统还包括：

[0053] 第一预先配置模块，用来预先存储品牌检测任务信息，为每一个正常生产过程中

的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品牌检测任务信息；

[0054] 第二预先配置模块，预先配置视觉检测任务信息，根据每一个待测物体的品牌信

息，为每个待测物体配置相应的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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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所述系统还包括主控模块、逻辑控制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剔除模块，所述主控模

块分别与所述逻辑控制模块、人机交互模块、图像处理模块连接，所述逻辑控制模块与所述

剔除模块连接。

[0056] 所述图像处理模块与主控模块之间通过PCI-E接口进行连数据传输；所述图像采

集模块与图像处理模块之间通过千兆网进行数据传输；所述逻辑控制模块与主控模块之间

通过OPC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0057]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自适应多品牌的视觉检测系统，其工作原理如下：

[0058] 系统初始化后，等待待测物体到位信号，当检测到待测物体时，图像采集模块开始

采集当前通道上的物体的外观图像；采集到的图像经过千兆网传输至图像处理模块，图像

处理模块通过PCI-E接口将图像信号传输至主控模块；主控模块中的图像分析部分，品牌匹

配模块根据算法设计，将当前的实际图像与系统中存储的属于正常生产过程中的品牌的物

品图像相比对，如有模板匹配正常的，则输出此图像模板的品牌信息，确定当前图像的品

牌。如果所有已存储的图像模板匹配均出现异常，无匹配成功的，则输出品牌异常信息，进

而直接通过逻辑控制模块，控制剔除模块将异常品牌的物品自动剔除。视觉检测任务信息

查找模块根据确定的图像模板的品牌信息，属于当前正常的生产的物品品牌，则根据确定

的品牌信息，去调取对应的图像算法工具，然后对当前的实时图像进行算法工具分析，利用

如灰度、模板匹配、亮度分析、边缘等，根据各图像分析工具设置的实际参数，分析当前的品

牌的物品外观图像是否正常，如果有不良，则输出缺陷信号到逻辑控制模块，进而控制剔除

模块将不良品自动剔除。如果当前的品牌的物品外观图像属于正常，则进入后续工位。当有

物体到位后，则再次循环此工作流程；否则，整个工作流程结束。

[0059] 本发明采用机器视觉检测的方式，通过实时采集混合通道中的物品外观的图像，

利用图像自适应算法，可以自动识别当前通道中的物品品牌，然后调用相关的图像处理算

法，在物品外观存在缺陷时，自动剔除。整个工作过程无需人工干涉，算法先进，自动化程度

高，提高设备的生产质量及有效作业率。

[0060] 以上所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任何根据

本发明的技术构思所做出的各种其他相应的改变与变形，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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