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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

置，包括自动上料整料装置、待检工位、工位一、

工位二、工位三，自动分拣装置；自动上料整料装

置包括振动盘上料组件，振动盘上料组件安装在

手动平移台上，手动平移台在水平面内移动，从

而带动自动上料整料装置移动；待检工位包括支

撑件A，支撑件A上安装上料连接件，上料连接件

上安装双向调整台及小型调整台，通过调节双向

调整台，使不同直径的工件左右居中，通过调整

小型调整台，使不同直径的工件前后居中；工位

一包括自动定心气爪、线扫描光源、线扫描相机，

其中自动定心气爪安装在自动旋转台上；工位二

包括远心光源、自动旋转台、尺寸相机；工位三包

括支撑杆，支撑杆下部安装检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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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自动上料整料装置

(1)、待检工位(2)、工位一(3)、工位二(4)、工位三(5)，自动分拣装置(6)；

自动上料整料装置(1)包括振动盘上料组件(11)，振动盘上料组件(11)安装在手动平

移台(12)上，手动平移台(12)在水平面内移动，从而带动自动上料整料装置(1)移动；

待检工位(2)包括支撑件A(21)，支撑件A(21)上安装上料连接件(22)，上料连接件(22)

上安装双向调整台(24)及小型调整台(25)，通过调节双向调整台(24)，使不同直径的工件

左右居中，通过调整小型(25)调整台，使不同直径的工件前后居中；

工位一(3)包括自动定心气爪(32)、线扫描光源(34)、线扫描相机(35)，其中自动定心

气爪(32)安装在自动旋转台33上；

工位二(4)包括远心光源(41)、自动旋转台(42)、尺寸相机(43)；

工位三(5)包括支撑杆(51)，支撑杆(51)下部安装检测台(57)，检测台(57)上安装端面

相机(52)，而端面相机(52)的正上方依次安装端面光源(53)、光学玻璃组件(54)、平行背光

组件(55)，其中光学玻璃组件(54)安装在端面旋转组件(55)上；

自动分拣装置(6)包括滑道(62)，在滑道(62)上安装摆动指针(64)，而在滑道(62)下部

安装摆动气缸(63)，摆动指针(64)由摆动气缸(63)控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

自动旋转台(33)安装在支撑件B(31)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

远心光源(41)安装在四维调整台(44)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

端面旋转组件(55)安装在支撑件C(56)上，而支撑件C(56)安装在检测台(57)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

滑道(62)则由支撑件D(61)支撑。

6.一种应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的检测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被检工件由自动上料整料装置(1)中的振动盘上料组件(11)中提供，移动手动平移

台(12)以调整振动盘上料组件(11)的位置，调整振动盘上料组件(11)中的被检工件被送至

待检工位(2)；

S2：通过待检工位(2)中的直振轨道，调整被检工件的位置，之后送至工位一(3)；

S3：工位一(3)中的柱面光相机对被检工件进行圆柱面旋转拍照，根据照片中灰度阈值

与设定的标准缺陷灰度阈值进行比较，评价被检工件的外观质量，若工件灰度阈值小于标

准缺陷灰度阈值则判定合格，否则不合格，检测结束后通过吸嘴和滑轨将被检工件送入工

位二(4)；

S4：工位二(4)中的尺寸相机对被检工件外形进行拍照，并计算出工件的尺寸，与设置

的判定限值进行比较，判定合格与否，然后将被检工件送入工位三5；

S5：工位三(5)中的相机对被检工件进行端面翻转拍照，根据照片中灰度阈值与设定的

标准缺陷灰度阈值进行比较，评价被检工件的外观质量，若工件灰度阈值小于标准缺陷灰

度阈值则判定合格，否则不合格；

S6，经工位一(3)、工位二(4)、工位三(5)检测后的被检工件送至自动分拣装置(6)，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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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位一(3)、工位二(4)、工位三(5)均检测合格，则被检工件倍送入合格品区，若至少有一项

检测不合格，则摆动指针(64)摆动，将被检工件送入不合格品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S1中，移动手动平移台(12)以调整振动盘上料组件(11)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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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自动检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  检测装

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新型核电燃料元件陶瓷芯块尺寸及表面缺陷检测属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  的针

对该类产品的研究，对于该类柱状芯块的外形尺寸及表面缺陷，由于技术  手段的限制，仍

然采用人工的方法结合常规量具和装置进行检测，由于人工的 限制和技术的落后，不仅检

测产品的速度慢、效率低下，而且在检测过程中容 易出错，无法进行自动检测及识别。

[0003] 在燃料元件中，芯块是最重要的核心部件，其外形尺寸的设计和精确测量  对于燃

料装管及堆内运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人们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高，  对于传统的柱状

芯块的制造，碳化硼芯块的制作过程分为混料、成型、烧结、  研磨和清洗等多个步骤。由于

现有设备和工艺的不足，碳化硼材料在加工过程 中极易发生尺寸和几何形状的变化，烧结

后的芯块会因受热膨胀而尺寸增大。  芯块的表面还可能存在破损等表面质量缺陷，烧结过

程中由于温度及其他不可  控因素，会使产品的表面出现掉块、裂纹等不规则的缺陷，由于

不能进行准确 的量化，单纯依靠人工很难去鉴定评价其表面质量。

[0004] 该方法采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视觉功能，从客观事物的图像中提取信息，  进行处

理并加以计算，最终用于实际检测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及  方法，

该方法及装置可以快速而准确地测量陶瓷芯块的外形尺寸，识别芯块外  表面缺陷，具有检

测速度快、无损伤、检测可靠等特点，避免了因作业条件，  人为主观判断等影响检测结果的

准确性，实现了更快更精确地进行陶瓷芯块质 量的检测。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  包括自

动上料整料装置、待检工位、工位一、工位二、工位三，自动分拣装  置；

[0007] 自动上料整料装置包括振动盘上料组件，振动盘上料组件安装在手动平  移台上，

手动平移台在水平面内移动，从而带动自动上料整料装置移动；

[0008] 待检工位包括支撑件A，支撑件A上安装上料连接件，上料连接件上安  装双向调整

台及小型调整台，通过调节双向调整台，使不同直径的工件左右  居中，通过调整小型调整

台，使不同直径的工件前后居中；

[0009] 工位一包括自动定心气爪、线扫描光源、线扫描相机，其中自动定心气  爪安装在

自动旋转台上；

[0010] 工位二包括远心光源、自动旋转台、尺寸相机；

[0011] 工位三包括支撑杆，支撑杆下部安装检测台，检测台上安装端面相机，  而端面相

机的正上方依次安装端面光源、光学玻璃组件、平行背光组件，其  中光学玻璃组件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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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旋转组件上；

[0012] 自动分拣装置包括滑道，在滑道上安装摆动指针，而在滑道下部安装摆动  气缸，

摆动指针由摆动气缸控制。

[0013] 自动旋转台安装在支撑件B上。

[0014] 远心光源安装在四维调整台上。

[0015] 端面旋转组件安装在支撑件C上，而支撑件C安装在检测台上。

[0016] 滑道则由支撑件D支撑。

[0017] 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S1：被检工件由自动上料整料装置中的振动盘上料组件中提供，移动手  动平移台

以调整振动盘上料组件的位置，调整振动盘上料组件中的被检工件  被送至待检工位；

[0019] S2：通过待检工位中的直振轨道，调整被检工件的位置，之后送至工位 一；

[0020] S3：工位一中的柱面光相机对被检工件进行圆柱面旋转拍照，根据照片中  灰度阈

值与设定的标准缺陷灰度阈值进行比较，评价被检工件的外观质量，若  工件灰度阈值小于

标准缺陷灰度阈值则判定合格，否则不合格，检测结束后通  过吸嘴和滑轨将被检工件送入

工位二；

[0021] S4：工位二中的尺寸相机对被检工件外形进行拍照，并计算出工件的尺  寸，与设

置的判定限值进行比较，判定合格与否，然后将被检工件送入工位三  5；

[0022] S5：工位三中的相机对被检工件进行端面翻转拍照，根据照片中灰度阈值  与设定

的标准缺陷灰度阈值进行比较，评价被检工件的外观质量，若工件灰度 阈值小于标准缺陷

灰度阈值则判定合格，否则不合格；

[0023] S6，经工位一、工位二、工位三检测后的被检工件送至自动分拣装置，若  工位一、

工位二、工位三均检测合格，则被检工件倍送入合格品区，若至少有  一项检测不合格，则摆

动指针摆动，将被检工件送入不合格品区。

[0024] 所述S1中，移动手动平移台以调整振动盘上料组件的位置。

[0025] 本发明的显著效果在于：可快速自动对圆柱状陶瓷芯块外形尺寸及表面缺  陷进

行准确测量和精细识别。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棒组件用工件支撑装置整体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棒组件用工件支撑装置手动平移台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棒组件用工件支撑装置上料连接件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棒组件用工件支撑装置线扫描相机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棒组件用工件支撑装置远心光源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棒组件用工件支撑装置端面相机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所述的控制棒组件用工件支撑装置端面相机摆动指针示意 图；

[0027] 图中：自动上料整料装置1、待检工位2、工位一3、工位二4、工位三5，  自动分拣装

置6、

[0028] 振动盘上料组件11、手动平移台12

[0029] 支撑件A21、上料连接件22、双向调整台24、小型调整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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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自动定心气爪32、自动旋转台33、线扫描光源34、线扫描相机35

[0031] 远心光源41、自动旋转台42、尺寸相机43、四维调整台44

[0032] 支撑杆51、端面相机52、端面光源53、光学玻璃组件54、平行背光组件  55、支撑件

C56、检测台57

[0033] 滑道62、摆动气缸63、摆动指针64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装置，包括自动上料整料装置  1、待检工

位2、工位一3、工位二4、工位三5，自动分拣装置6；

[0035] 如图2所示，自动上料整料装置1包括振动盘上料组件11，振动盘上料组  件11安装

在手动平移台12上，手动平移台12可在水平面内移动，从而带动自  动上料整料装置1移动，

[0036] 如图3所示，待检工位2包括支撑件A21，支撑件A21上安装上料连接件  22，上料连

接件22上安装双向调整台24及小型调整台25，通过调节双向调整 台24，可以使不同直径的

工件左右居中，通过调整小型25调整台，可以使不 同直径的工件前后居中；

[0037] 如图4所示，工位一3包括自动定心气爪32、线扫描光源34、线扫描相机  35，其中自

动定心气爪32安装在自动旋转台33上，而自动旋转台33安装在支  撑件B31上；

[0038] 如图5所示，工位二4包括远心光源41、自动旋转台42、尺寸相机43，其 中远心光源

41安装在四维调整台44上；

[0039] 如图6所示，工位三5包括支撑杆51，支撑杆51下部安装检测台57，检测  台57上安

装端面相机52，而端面相机52的正上方依次安装端面光源53、光学  玻璃组件54、平行背光

组件55，其中光学玻璃组件54安装在端面旋转组件55  上，端面旋转组件55安装在支撑件

C56上，而支撑件C56安装在检测台57上，  如图7所示，自动分拣装置6包括滑道62，在滑道62

上安装摆动指针64，而  在滑道62下部安装摆动气缸63，摆动指针64由摆动气缸63控制，滑

道62则由支  撑件D61支撑；

[0040] 一种陶瓷芯块表面尺寸、缺陷全自动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S1：被检工件由自动上料整料装置1中的振动盘上料组件11中提供，调  整振动盘

上料组件11中的被检工件被送至待检工位2；

[0042] S2：通过待检工位2中的直振轨道，调整被检工件的位置，之后送至工位 一3；

[0043] S3：工位一3中的柱面光相机对被检工件进行圆柱面旋转拍照，根据照片  中灰度

阈值与设定的标准缺陷灰度阈值进行比较，评价被检工件的外观质量，  若工件灰度阈值小

于标准缺陷灰度阈值则判定合格，否则不合格，检测结束后  通过吸嘴和滑轨将被检工件送

入工位二4；

[0044] S4：工位二4中的尺寸相机对被检工件外形进行拍照，并计算出工件的尺  寸，与设

置的判定限值进行比较，判定合格与否，然后将被检工件送入工位三  5；

[0045] S5：工位三5中的相机对被检工件进行端面翻转拍照，根据照片中灰度阈值  与设

定的标准缺陷灰度阈值进行比较，评价被检工件的外观质量，若工件灰度 阈值小于标准缺

陷灰度阈值则判定合格，否则不合格；

[0046] S6，经工位一3、工位二4、工位三5检测后的被检工件送至自动分拣装置6，  若工位

一3、工位二4、工位三5均检测合格，则被检工件倍送入合格品区，若  至少有一项检测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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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则摆动指针64摆动，将被检工件送入不合格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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